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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辭 

    I can no other answer make, but thanks, and thanks （Shakespeare）. 

    從面試那天走進教育系大樓開始，心裡已經想好要寫性別或者弱勢的研究。但一直

沒有聚焦到任何點上，只是開心的再度當起學生。直到課程政治的專題，才開始思考微

觀的性別走勢，清楚的理解必須提升自己才能為性別發聲，能邀請到佩英老師擔任指導

老師，一步步在我混亂發散的思維中，理出研究的思路，像是黑夜繁星中，幫我指出了

仙后座與北斗七星，我才能慢慢找到北極星，也因為從不侷限我想寫的題材，所以在這

一路上，寫得其實自由而開心。 

    很感謝我的家人們，願意理解我的選擇，舒緩我緊張時的情緒，然後為我披荊，我

才有力量斬棘。還有身邊同事們，能在繁忙的課務中，抽出時間與我討論與共備，同為

導師的你們，在我熬夜打理小孩後每次的神救援，都是我還能走到現在的重要支持力量。 

    溫暖的子萱，是我無法抽身一度想放棄送件時，直接就幫我印了資料送的好夥伴。

而人體電腦孝誠，總是能立刻理出重點，掌握關鍵。也記得那天颱風，我們還是捨不得

最後一堂課而一起出席，和麗雲老師合照，如果不是因為那些一起吃的甜點、一起 K 歌

的吶喊、和精彩的報告評論無數回合，我們怎麼可能找出領頭羊，又怎麼可能慢慢變成

領頭羊呢？姿安和孟安的清晰思維理路、慧靜和詩媚的令人折服的許厝遷校報告、諄諄

的自願班代服務、丁丁的幽默風趣、佳如和佳欣的青春無敵、還有家涵的內斂助人、盈

真和如芳的媽媽經，都成了我身體裡的養分，讓我每一刻都喊著我一定要畢業，卻又捨

不得道別。 

    別忘了我們還有海底撈要約。 

    別忘了城門城門，有十四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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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目前性別議題與分析性別平等教育概念。試從性別平等教育發展

來建立三維的理論架構，並以議題為軸心分析三維面向中隱含的爭議概念與脈絡。第一

維度為性別之權力面，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從姓氏生育、刻板印象以至於家務分工

之概念，第二維度為性別之性/慾，探討愛滋病汙名化和同志汙名化議題，以及對性教

育的概念分析，第三為維度是性別之認同，探討跨性別者以及整形和身體樣貌之議題。 

研究方式以行動研究，先分析台灣師範大學之碩博士論文，針對性別之概念研究取

向，以三維架構做分布圖並修訂，再以教師共備討論模式，帶入《扮家家遊》這套桌遊

的性別教學。課程在國中八年級輔導課程試作後，挖掘英文相關之教學素材，引導學生

以體驗的方式思考性/別，最後分享教材於線上社群。 

    研究結果如下： 

(一) 論文分析中，在第一維度廣而多，二、三維度少而深，研究中因文本會重疊，整合

二三維度。英語領域第一維度傾向於幽默的語意理解，而非破除刻板，而文本的討論，

較容易出現第二、三維度的題材。課程中，以人權角度帶入較為容易。 

(二) 性別相關概念，以光譜的方式，區分性別概念爭議度，爭議度大者，宜引入客觀資

料。 

(三) 性別刻板過程中，其外圍概念包含身體侵犯、強弱美醜、男性照護迷思，而台灣跨

國女性主義的討論，則包含了買賣式婚姻、婆媳議題與家暴。移除恐懼，才能回到人的

本質。 

(四) 第二維度性與慾，在校園性平事件處理中益發重要。課程中較難脫離課本提及。 

(五) 輔導課程試行後，英語課程融入可使用於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練習中，使用他者與

神入的概念。形容詞中比較級最高級的課程，可以帶入身體意象。 

 

關鍵字：性別、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平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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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gender and develop a 

framework of gender equity concepts. 

This study then established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ender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nd displayed the context that caused 

the implicit controversy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aspects. The first dimension is the power 

of ge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culture, childbearing, stereotyping and 

housework division are the issues.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sex and sexuality, discussing 

AIDS stigma and homosexual stigma, as well a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sex discourse. 

The third dimension is the gender identification and the issue about transgender people, 

including how people reshape their body image. Statistics of thesis about gender studies in 

education field were used to revis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ender concepts. 

Research methods were action-based to capture the gender concept spectrum of 

teachers in high schools. The process involv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ers’ sensibility 

on gender issues by using board games, and built a teacher community through Facebook. 

By discussing controversy of both ideologies, the design of possible courses with high 

practicability in which gender is integrated into English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uture uses. 

 

 

 

 

 

Key words: gender, the stereotype of gender, gender-fair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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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性別融入課程中可能之模式，建構以《扮家家遊》之教具進行性

別融入大班課程之教學設計。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性別盲到性別啟蒙 

 

    台灣約於 1970 年（民國 59 年），童養媳的習俗才漸漸消失，婚姻制度的樣貌，

隱約的影響著我童年對性別的建構，與我進入大學後所認知的性別平等，有著迥然不

同的定義。在民國 59 年以前，母親以養女的身分在非原生家庭中成長，父親的媽媽

也以童養媳的身分進入家庭，香火傳承是那個年代的女人的重任，生養多胎並非少數，

生下女兒，或許反正長大後都是要嫁人，或者先找個人家，或者兩家本有交情，將女

兒託養，但即使奶奶深知童養媳之苦，在社會觀念制度未改變的鄉村中，奶奶的家中

也仍收養有養女。時代改變，父母有幸在成年後，逃離父母之命和世代壓力，自由戀

愛成為戀人並共組家庭，也間接破除了童養媳的陋習，但是家父以身為長子的身分，

在傳統的香火繼承壓力下，以及當時兩性並未完全平等的社會氛圍中，一連生了四個

女兒，最終或許幸運或許不幸，放棄生子，並且相當重視我這一代的教育，因此教育

是否真的可以改變社會制度與結構下所犧牲的人權，甚至建構趨向性別平等的社會？

性別平等的樣貌應該是怎麼樣? 都是我很好奇的事。 

 

因為爸爸常提及他背負著壓力，白手起家地養著四個女兒，從小的我就不服氣，

覺得男生一點也沒有比女生好啊，為什麼有人說生女兒，死後無人「捀斗」，這也能

做為一種人身攻擊？！國小時候班上躲避球只要男女對打，班上女生真的常常將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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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剃光頭（擊球殺光所有對方球員），國中時候和好友把一個帥氣的體育女老師當偶

像追，高中把頭髮剪短方便運動，剛上大一時，甚至剪到平頭的程度。但很幸運的是，

在這一路性別實驗與跨界中，我並未遭受甚麼不合理的對待，國中沒有人跟我說過不

要追著女老師跑（可能我們追偶像的成分居多），高中是女校，許多女生可以自由選

擇自己想要的樣子，未來要走的路，不用考慮社會認定這適合男或女，唯一比較麻煩

的是上大學時理了過短的平頭，那段時期只能選擇偏中性的衣服穿，跳的街舞也比較

中性，但幸運的是大學時遇到的導師，是我的性別啟蒙老師，也是在大學時期，性別

平等教育法催生，我記得當時翻著期刊中的酷兒 Queer，默默覺得這個詞，從原本貶

抑的怪胎，到這群人勇敢的接納這稱呼，就是與眾不同的自信，覺得實在太酷了；也

曾因為課堂上一個作業，打電話回家問爸爸：「如果我是同性戀，你可以接受嗎？」

爸爸大驚失色的說：「同性戀是生病了。」然後接著告訴他同性戀並非生病，不過這

只是作業，父親才放心下來。 

 

    在跨界的實驗中，身為一個不接受傳統性別設定的人，卻也一直很清楚，自己並

未希望生理性別或社會性別真的變成男性，而喜歡的人仍是生理性別為異性者，往中

性偏移不過是對於兩性這概念有些不滿，尤其是兩性中還存在著不公平時。於是大學 

的課堂討論中，當教授問我覺得女校存在有必要嗎？男女混校才能真正學到互相尊重，

對我而言，當時的情況，恐怕就如 1862年美國提出 The Morrill Act，到底是一種

社會正義還是種族歧視雙面看法一樣，男女分校或許是在社會建構的氛圍沒有真正平

等之前，是個隔離且平等的做法吧！而我也僅止於對性別建構和性別氣質的思考，真

正的性別認同上屬於跨性別這一帶，和性傾向偏於同性戀的一端，當時的我連理解都

談不上。 

 

而即使我常常對那個童養媳的年代感到生氣、且覺得不可思議，卻從未聽過差

點被送做堆的媽媽或是童養媳的奶奶，說過不滿的話，家母第一次讓我見到她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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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婚後懷孕時，因為捨不得自己的女兒經歷懷胎生產的痛苦。性別平權最終在女性

懷胎生產的社會期許下，制度面與教育面需要付出的努力與堅持，其實需要社會正視

其中的差異性，在差異中尋求可能的積極性的差別待遇，方可能達成。 

 

當了老師之後，在教育現場有機會擔任組長舉辦相關性別平等的活動，但也遇

到校內出現同志教育退出校園的教師連署書，當時認為同志教育在獲得正視與教師的

敏銳度足夠之前，恐怕確實能實施的是性平教師，同樣一份教材，在不同的思維模式

下被呈現的方式會達到推動性別平等的目標嗎? 而輔導室在性別相關資源上是相對

充足的，也有輔導教師認為情感教育能教好比較重要，好好的談戀愛也無須刻意強調

光譜哪一端，在聚焦與不刻意聚焦之間，性別平等教育似乎非常仰賴教師的概念與轉

化教材的能力，但在升學主義思維的前提下總退居次位。 

 

我自己則是會在社會事件中咀嚼與消化著包羅萬象的性別議題，會嘗試在出閱

讀測驗這類無範圍限制的考題中，出現如奧蘭多的同志夜店射殺事件，還記得那時思

考也擔心著，是否自己的意識形態過於極端，或是揀選的議題是否會太過艱澀難以消

化? 但發現以考題或時事為切入點，不刻意去強調意識形態，是可以在英語科融入性

別議題，也可以放入穆斯林和同志部分的題材。然而，其他老師怎麼看待這樣的議題?

為何目前性別融入教材只能淺嘗即止? 性別教育能夠觸及的範圍到底有多廣多深？

目前是因為資源的不足，還是沒有好的素材，抑或教師論及的深度會因科目進度侷限

或是本身對性別理解的框架而止步不前呢？ 基於以上的好奇與關心，我從實務的角

度切入，試圖建構一個活化且自由取用的教學設計，讓性別這個議題，可以更生活化

又專業的走入課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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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理解在國中階段的性別課題和類型，其對應之課程要劃分為那些性別

理論，希冀能透過技術報告，先整理文獻發現，分類彙整成性別課題架構，再以之設

計成性別教學之素材，提供教師性別融入課程的可行模式。 

具體化目的如下： 

一、 了解性別概念，現行實施性別教材引發爭議之現況，探討性平教育中較具爭議的

部分。 

二、 透過建立臉書之教師社群，分享教材並透過這個平台理解目前的性別對話。 

三、 針對有實施過性別或從未能實施性別融入之教師，試行桌遊遊戲融入課程，了解

性別融入時顧及的點與可能之困境和思考面向，並據此發展性別融入之課程。 

四、 透過試行課程修訂教學模式，增加教材之可用性以利推廣。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擬具體研究問題詳列如下： 

一、 在性別研究文獻中，常常被使用或接受的性別的概念是甚麼，老師對於性別爭議

的敏銳度與接受度的光譜趨近於何處? 

二、教師社群在討論性別教材時，選擇上會刪減與保留的是那些課題，會使用與忽視

的原因為何? 

三、 甚麼樣的題材可以應用於教學設計? 如何顧及深度討論與教學進度需求? 

四、 教材試行所遇到的困難與挑戰有哪些?學生學習的經驗有那些作為修訂教材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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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採課程共備之討論模式，分析台師大已發表之學術論文，以國高中階段

之現任教師為目標對象，所進行之討論，並據一個班級試行之課程成果，以發展合乎

實際需求之教學設計。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受限於時間、人力、物力限制，本研究者以滾雪球模式取得共備對象，

在討論與建構過程中，仍可能參雜研究者中心主義，採取之爭議性事件亦受限於媒體

可能之渲染，其代表性可能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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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自文獻發展出符應國中教科書之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

別認同光譜所能探討之具體實務題材，建立三維度之架構，並以論文在三維度之分

類做檢證，納入桌遊之教具，設計提升性別敏感度之教學模式與素材庫。 

 

 

 

 

 

 

 

 

 

 

 

 

 

 

 

 

圖 1-4-1 研究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共備扮家家遊課程 

研究後續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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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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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力 

 

論
性
別
之
認
同 

教學設計並實施 

 

文獻探討建立三維度 

台師大性別論文分類 

論
性
別
之
性/

慾 

 

修訂教材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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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使用之性別相關名詞釋義與概念界定 

一、 性別氣質—亦稱為社會性別  

指一個人的個性中所帶有的陽剛氣質（masculinity）或陰柔氣質

（femininity）。 

二、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指在情感、浪漫、與性上耐久喜歡的對象為男性或女性。 

三、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自己或他人所具有外顯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質的主觀感受或心理認同。本研

究關注於認定自己為男性或女性。 

四、 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原為公共政策之概念，旨在提供多元化的方法，在所有領

域的計畫層面或政策上，都能對男人和女人的多樣性與不同影響進行評估，重

新規劃政策的進程，使性別平等的視角策略性的涉及治理的多層次。亦即以性

別觀點評估所有立法、政策或計畫。 

五、 同志教育 

學生部分：站在保護同志學生的立場，積極介入同志學生遭歧視或欺凌的事件。

教育部分：減少全校師生對同志議題的刻板印象與偏見，以減少傷害的發生。

透過講座與活動，讓師生認識同志議題，並傳遞尊重他人性傾向的概念與立場。 

六、 LBGTQA族群 

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 雙性戀、Transgendered跨性別、

Questioning（Queer）疑性戀（酷兒），指性傾向不明確者、Allied異性戀同盟、

指為同性戀發聲之異性戀，又有直同志之稱（Stra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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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性別平等 

「性別」包含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後者是社會賦予個人的性

別角色並包含社會文化中的性別結構關係。性別教育的目的不只認識性別，更

導向「性別平等」。學術界目前以「性別均等」（gender equality）或「性別平

等」（gender equity） 為主。前者代表相等（equal），主要重點為可測量的平

等，如數量、 大小、價值、強度等的相同；後者意為公平，為概念上理解其意

涵，包括公正、無私，給予每個人應得的東西。後者較接近於積極性的差別待遇

以及立足點上的平等概念。 

八、 融入 

以議題為概念中心，將多領域之教材加入形成新的課程，在當前新課綱的彈性

課程設計中，可能是打破搶時數僵局與整合課程上較可行的方案。議題融入之

整合式課程，包含了環境、性別、人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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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性別平等教育探源 

「直到十九世紀，我們才開始了解到剝削的本質；而直到今日，我們還沒能完全了

解權力的性質」                             （傅柯，轉引自蔣興儀，2008。） 

    性別平等教育自 1970 年代起，因聯合國的公約制定，列為人權重要議題之一，

而得以持續推進。表 2-1-1說明台灣受到聯合國之影響，也在國內的政策和法規上漸

進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表 2-1-1   

台灣地區性別平等教育演進 

1979年 

聯合國大會通過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81年生效。CEDAW（（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為我國與 189個國家共同簽署之公約 

1980年 
台灣解嚴，婦女團體開始推動民法親屬篇之更動，女權運動以呂秀蓮等人為首開始發

生。 

1995年 
聯合國將「性別主流化」列為政策行動綱領，檢視政策法律中的性別意識，重新關注

資源分配在不同性別上的影響。 

1996年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書》中「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政策建議。 

1997年 
1月 22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公布實施，學校開始論及兩性教育，規定各級中小學

每學年至少四小時以上性侵害防治課程。（1996年底，彭婉如命案後，該法催生） 

1998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中，將「兩性教育」列爲七大學習領域中的重

要議題，核心能力。 

《家庭暴力防治法》 

2002年 兩性工作平等法（2008改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2004年 

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從師資到教材教法以及性平事件處理等，可說是性別平等教育

的里程碑。其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

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關於教師方面，教師之教育活動，需具有性別敏感度，避免

性別刻板印象，應匡正而非複製性別歧異與不平等。》 

2005年 《性騷擾防治法》 

2012年 台灣地區 CEDAW草案 2011年 5月 20立法院三讀通過，2012年正式實施。 

                                              （楊宛瑩，2006；陳芬苓，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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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源性別平等教育，台灣地區通常視 1995 至 2004 為性別平等推動的關鍵十

年，1995 年台灣許多婦研機構成立，包含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性別與空間研

究室、中央大學英語系的性/別研究室等等，女性學學會也於同年 6月舉行台灣婦

女處境白皮書研討會（李淑菁，2015）。聯合國關注女性充權則從 1979年頒布《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為代表性里程碑，故本表格以 1979年為始。 

 

    從現在到 2030 年聯合國 19 個會員領導人高峰會通過要遵循全球共同發展的

框架邁進，希望藉此達成三大未來世界的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經濟繁榮，2、社會公義 與 3、環境永續，其中的第五項目標（簡稱為 SDG5）

即為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另外 16個目標中的具體目標（target）也多項關注女

性與性別。（葉德蘭，2017） 

 

    然而聯合國的憲法資料庫顯示，全世界有 52個國家的憲法中，性別平等並未

納入憲法保障的範圍，女性平均酬勞比男性少 24%（只有男性的 64%），2013 年世

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有 35%的婦女曾遭受肢體或性暴力（包含陌生人與親密伴侶）。

（張婉琪，2017） 

 

    在 Alice Young提出的正義與差異政治（陳雅馨譯，2017）中，提及種族與性

別歧視仍是我們現在社會中主要的壓迫形式。其中積極矯正措施雖為必要，但若僅

是狹隘地運用正義的分配原則，就如同原住民統一加分制度一般，是以群體對待方

式看待弱勢族群而忽略個人的處境，因此主張社會現況非植基於「分配」的原則，

而是「支配」，也就是結構性的在績效主義上服務少數人，因此追求正義的來源，

必須從受壓迫與被宰制的群體中尋找，方可能顯現社會正義的真正途徑。其中最高

原則應是處境的無歧視，也就是回歸到壓迫的日常與系統性特質中進行論述。 

   據此在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立法目的之達成情形的評估表格放在附件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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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教師有意識地選擇性別課題和設計教材，我在文獻分析處理關於性別之理論，

並嘗試建立三維度 

第一維度：論性別之權力，涵蓋了社會面（姓氏制度與職涯選擇）， 文化面（性別角

色與家務分工）； 

第二維度：論性別之性/慾，探討男性和女性之性成熟相關用品和同性戀情慾與異性戀

情慾之階層化； 

第三維度：論性別之認同，在男性女性之性別認同中的跨性別部分，現行理解的介入

面向是醫療介入? 抑或學校有輔導介入之必要? 抑或如法國電影玫瑰少年的啟示，能

夠於課程中理解身分認同之多樣性，如同族群、性傾向般，給予孩子多一些探索的期

程，自己走出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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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之三維架構 

壹、 論性別之權力 

    性別權力的探討主要分為社會制度上，討論焦點落在姓氏、育嬰及產假等，而

文化部分則有氣質假定與科系選擇，乃至於職業分工等性別角色，以下就兩個面向

進行說明，分別是社會面與文化面。 

一、 社會面—生育、姓氏 

圖 2-2-1 出生率統計趨勢圖  （內政部） 

    女性在生育角色以及女權意識抬頭雙重壓力下，同時必須兼負家庭與職業的要求。

台灣地區在 90 到 100 年間出現生育率微幅降低之情況，依內政部統計，台灣地區的

育齡女性在民國 98 年 4 月嬰兒出生人數，處於民國 84 到 104 年以來 20 年間的最低

點 10597 人，雖具體檢視同年 3 月有一陡坡高峰為 20773 人，但幾乎等同民國 88 年

之低點，生育率之降低，可能影響因素必須回推至育齡年紀、社會經濟，台灣地區生

肖偏好，以及生養意識的轉變等，而民國 100 年各縣市開始推動生育補助政策，101

龍年 10月 23398人略有回升，但相較如高賦稅並以社會福利為基礎的國家，如德國，

李建德指出，其採用 14 個月生育假，家庭每多一名六歲以下幼兒即享 10%加薪，父

母甚至可以一同請帶薪育嬰假，薪水為原薪 2/3（設有上限門檻）。台灣地區的育兒津

貼各縣市自主不一，單胎從六千到三萬不等，低收入或失業者另有每月之補助，公共

托育系統逐步建置。在少子化的情況下，育養態度也出現相對重視的心態，不論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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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的協助，完善幼兒的照護需求等都相形重要，也將是女性願意進入家庭負擔生育的

重要因素，在性別平等考量下，男性也應負擔部分的育兒責任，以瑞典為例，其規定

的 18 個月育兒假中，爸爸依法須請 3 個月育嬰假。其中只有 14%的爸爸請育兒假的

時間是比媽媽更長或相等（吳媛媛，2016）。而父權體制下的子女從父姓，以及台灣

區已消失，但英國依舊普遍存在的冠夫姓（double barrelled name）1，台灣部份法

律上的平權，則是近 10年才在漸漸突破並有了進展。 

 

    遲至 2007 年（民國 96 年） 5 月 4 日立法院才三讀通過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

正，學者陳青田（2008）指出其中第 1059 條有關子女從姓問題，修正前原本區分為

嫁娶婚與招贅婚之子女，因為損害男女平等精神，對因嫁娶婚或招贅婚所生子女之從

姓，又採取不同標準，更加違反男女平等原則。因此修正，回歸婚姻本質，子女從姓

問題，刪去原則從父姓，改由夫妻雙方協議，並且廢止了我國招贅婚制度，進一步落

實夫妻平權的精神。 

 

    法律雖通過了，但是社會傳統價值的脈絡仍影響著大多數的子女從姓問題，首胎

子女多數會以夫家姓氏為主，雖出生時得以夫妻協議子女之姓氏，子女年滿十八歲後

得以自己意願改姓，其中仍存在著夫妻關係的角力戰和傳統與實務的考量。女性雖有

權利要求孩子從母姓，仍需考量自懷胎以來女性對於胎兒的孕育期程，較男性感受深

刻，若是母乳餵養，對於孩子的哺育需求連結也較男性強烈，而男性通常只有在孩子

出生那一刻，得以實際從照護中感受到身為父親的責任感，孩子若並非從父姓，對於

孩子的責任度似乎更形低落，而女性同時須負擔生育，若無從姓之優先，亦相對影響

女性步入婚姻並生育的意願，社會的價值觀若連帶在育兒責任分擔部分，僵化於傳統

的分工，則女性進入婚姻如同成為女僕，雖夫妻雙方皆可請育嬰假，但是在母乳授乳

需求，以及非公家機關或小型企業哺集乳室並未完善，甚或業界未必皆如法律，願負

                                                        
1英國普遍結婚會去除自己姓氏或是保留但另外加上丈夫姓氏，若未如此，在移民者部分，會被移

民官多方質疑，英國本地居民也大多習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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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留職的六成薪支出情況下，女性面臨生育與職場壓力中，需要相當社會支援如保母

及長輩協助，台灣地區女性仍常自願承擔較多家庭照顧責任，最後回到薪資結構的部

分，也是實際的考量因素，多數的家庭女性的薪資低於男性，請假的損失相對少，職

業上對男性的機動性期待較高，也會是男性未能投入育兒的原因之一（吳媛媛，2016）。 

因此，回到姓氏的約定部分，依舊承擔結構複雜的社會壓力，正如西蒙波娃揭起女性

主義革命的聖經「第二性」中所提， 

 

女人的命運一開始就受到他人的干預，也就是說如果這種干預是以另外一種方

式進行，就會有不同的結果。不能以賀爾蒙、也不能以神秘的女性本能來界定

女人，而要以她透過他人意識來領會她自己的身體、領會她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之方式來界定目前處境下的她；青春期時男女之間的鴻溝是從童年開始大家就

同心協力的挖深、挖大，後來，女人便只能成為她「被造成」的那種人。 

     （邱瑞鑾譯，1986/2013，1179） 

 

    西蒙波娃認為女性真正的解放來自於獲得選擇的權力，包含能夠選擇自由生育墮

胎，甚至往中性化過渡，然而在這過渡、跨界、鬆動二元性別的過程中，我們仍要能

夠理解，女性並非全是在壓迫宰制下成為第二性，也可能是在社會的建構中自願成為

的，而揭露第二性並非要逆轉，讓男性與女性的地位互換，而是要喚起女性對自身存

在的意識感，且不懼於選擇與承擔，真正的性別解構，在於不侷限男女社會建構的框

架，從而在尊重與自由的協商中，能夠安身立命於生理性別中，性別平等教育於此立

意發展下，能否真正達到立法時的目的，「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還在考驗著性

別政治中，極其細膩的光譜走向。 

 

    同樣的論述 Davidson（1990）也認為，男孩生為男性（male）但非生為男人（men），

因此從女性（female）到女人（woman），男性（male）到男人（man）之間，存在性別

化（gendering）的過程。（轉引自李淑菁，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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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上對於育齡夫妻的產假與育嬰假，除了探討家務分工之外，也擴及產假的部

分，如楊子棋（2016）提及香港女性在產假的時程（10週，4/5薪）與男性的陪產假

時程（3天）之差別待遇，隱含了女性須優先照顧家庭的前提，也因此在女性自生產

後主動負責接續照護子女成了天性，從性（sex）的差異（生產）推演至性別角色（gender）

的差異（照護），對於婚姻的期待上，女性的脆弱性是來自於性別角色期待以及其中

對於職業選擇的退讓，與男性養家或保護的預言並行，這樣的期待事實上可能是導向

了職業的分工。其提出的解決方法為延長男性陪產假或執行男女輪休產假，然而其中

同樣會衝擊的是華人認為坐月子休養為一種保護與福利的概念，並將托育補助與生產

補助等視為重點，若保母與隔代教養並未缺乏之情況，是否能在產假上擴及男性，仍

待社會對家務分工思維之轉換。 

  

二、 文化面—性別刻板與家務分工 

    社會建構下的傳統性別氣質，援引 Bem（1974）所發展之性別角色量表（BSRI）

為例，傳統刻板印象將性別氣質區分為女性化六個向度，男性化六個向度。其中可見

傳統的社會建構的性別，對於女性偏於陰柔善解，男性則傾向主導剛強。 

表 2-2-1  

性別氣質刻板印象 

女性 男性 

1 溫暖（warm） 

2 慈愛（affectionate） 

3 溫柔（tender） 

4 溫和（gentle） 

5 對他人需求敏感 

（sensitive to others’ needs） 

6 憐憫（sympathetic）。 

1 表現如領導者（acts like a leader） 

2 具領導能力（has leadership abilities） 

3 強壯人格（strong personality） 

4 主導性強 （dominant） 

5 果斷決策（makes decisions easily） 

6 捍衛信念（defends own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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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a Bem 於 1993 年所提出的性別視框 （the lenses of gender）中，以具體的方

式描述在上述建構與假定中所導向的不僅僅是對社會現實的感知方式，也引導了更實

質的部分，如不平等的薪資結構和男性無法勝任照護體系等結構性的社會現狀。 

     

    因此理解性別除了先天之氣質之外，在教育施行上社會建構的部分，即使女性依

然表現溫暖，男性依然表現強壯，只要忠於自身氣質的選擇，並同時能夠尊重主導剛

強的女性，與理解表現溫柔善解的男性，進一步在職涯的選擇無所侷限，則性別平等

教育即已實現第一步理想，即體現兩性對自我存在價值依歸的精神，而性別平等所追

求的，不過是挑戰這些分類原始的立意，和其背後所隱藏與建構的各項經濟、權力、

主導性，甚至價值觀。正如將男生女生這兩個名詞形容詞化的用語中，很 man 與很娘

等，解構其隱喻，是否本身已經有了褒貶的意涵及其背後龐大的價值架構。是以，在

性別解構之後，是否能再次建構多元尊重的社會，才是性別平等教育最初也最終的實

施場域。 

    研究者試從原住民的家屋文化與大學科系選擇中尋找性別於文化中所隱含的刻

板印象。 

（一）原住民文化中的性別意象 

    原住民中的女性，在原住民的山海書寫中，蔡佩含（2015）挖掘獵人阿嬤的故事，

照顧骨癌的丈夫，射飛鼠，隔代傳承小小獵人，在傳統的、女性禁止觸碰的獵具中，

劃分男人進入山海，女人留在部落家屋的傳統空間想像，以及在這樣的文化傳承中，

文學作品裡，祭典裡消失的女性書寫，傳統與性別是否還有協商的可能，即使女性進

入山林，黑幕依帶著地圖與火爐的行為，仍然相對於山林中陽性定位，獵人的原鄉形

象，和身體山林經驗的豐厚度，產生了被嘲弄的差距。 

    在校園中，傳統的校隊、嚴格的訓練、豐厚的戰績與各校各師延續的傳統精神，

是否也如山野中的原鄉，對女性劃上一道寧靜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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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系選擇中的性別 

目前台灣地區大學的性別差距多以理工與人文之男女比例檢視依循刻板印象之

科系選擇，而正如西蒙波娃所言，第二性的情況並非全然壓迫，可以看見科系的選擇

亦然。 

學校並沒有阻卻學生選擇非傳統性別學科，但男女同學的學科偏好仍然沿襲

著傳統性別科系的分類方式。研究團隊應用 Bem（1993）的「性別視框」（lenses 

of gender）概念指出，學生偏好傳統性別學科，顯示了性別角色的信念以較隱

微的方式鑲嵌於社會生活，並展現於個人理性選擇裏。 

                                    （謝小芩、陳佩英、林大森，2014）  

 

    該研究中指出，台灣地區的校系選擇，在男性與女性科系中，存在其科系所需成

本，如理工，以及未來就業走向，男女性考量點的相異處，並據此出現選系有男女集

中部份以及有中性科系的趨勢。反向將研究體系回溯思考到在教材中，其選用之偉人

比例，與實際上在父權體制下相對少見的女性貢獻者中，是否可能提供了某種程度的

性別視角。而教材的選用應該著重於真實的比例還是去平衡挖掘出適當比例的傑出者，

在基本觀念的傳授中，教師的性別觀點是否仍有著力點。 

 

    或許陰柔氣質的男孩還沒等到真正的尊重，2000 年 4 月 20 日，葉永鋕因為陰柔

氣質，上廁所會被霸凌，皆於上課時去上廁所，因而頭部重擊錯失發現時機死亡，兩

性平等教育因而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但 2011年仍然發生被嘲笑為娘娘腔的楊允承，

因希望鍛鍊陽剛氣質，在轉入籃球隊後氣質差異更形劇烈，最終跳樓自殺，性別平等

教育走過了，是否能夠真正走完，其中教材與文本的解讀力，與實施時教師能否充分

運用現有教材並研發或轉化的能力，將是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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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論性別之性/慾 

    在性與慾的探討上，課程在慾的部份包含了正確交往與感情價值觀、異性戀以

及同性、雙性戀等性傾向的尊重，而性的部分著重在性成熟衛教資訊提供，與身體

界線、性騷擾、性霸凌與性侵害等。以下就慾的部分中關於同志的議題以及性的部

分中華人文化較羞於啟齒的習俗與文化腳本兩個部份來探討。 

 

一、同志情慾 

2016 年 12月 27 日，立法院初審通過「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婚姻平權議題

開始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婚姻制度首度可能擴及同性戀伴侶，關注長期以來這個衣

櫃中，失語噤聲的權益，包含婚假、剩餘財產分配請求和醫療同意等異性戀婚姻視

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性傾向的議題在立專法或直接修改民法的部分，在台灣社會發酵，

頓時陷入挺同與反同兩派喧鬧不已，其主要爭論點更擴及子女收養或長久以來愛滋病

汙名化等問題，直至 2017年 5 月 24日，司法院憲法法庭，針對同志婚姻釋憲案，作

出第 748號解釋，宣告《民法》不允許同性結婚的規定屬於違憲，主管機關應該在 2

年內完成修法，此舉等同保障同性婚姻。 

在這場社會論戰中，挺同與恐同團體，如果必須也非得要，站成兩派，是否對於

婚姻和性別的解讀，也掉入二元對立的謬誤裡，然而性別的光譜之下，從來並非二元

分立的概念，這樣的概念正符應在葉永鋕事件過後，兩性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的多元

包容與尊重。那麼是否成婚不過是個象徵性的法案，在法律，制度之外，那些隱微的

性別建構之中，我們需要的教育努力和看見多元，似乎隔離在真實社會之外，性別運

動中關於同志討論的部分，我們仍然停留在汙名上並未完全離開。 

同志進入婚姻，來自多元成家法案中對傳統婚姻體制的衝撞，共分為三個部分，

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家屬制度，目前通過者為第一項，雖引發議論，但確實在性別

運動中立下一段里程碑，婚姻制度在不分種族、國籍、宗教信仰，以及我國刪除招贅

婚協議子女從姓的兩性平等之後，婚姻制度是否也可能擴及，不分性傾向。 

 

    婚姻平權立專法抑或修改民法醞釀期間，身為教育工作者，直接感受到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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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原本隱微的歧視與汙名，在法案的爭議浪潮下，反對婚姻平權陣營重新翻出從

2004 年即公布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施行細則部分課程應涵蓋同志教育和其他避免

性別刻板印象等教材，再度要求同志教育全面退出校園。在 97 課綱實施時即已出現

過的質疑聲浪，重新包裝並放入通訊軟體中傳播進行連署。其中部分的教師補充教材

和個別教師的教案也在家長參與權中，擷取並透過媒體擴音解讀，雖具體檢視國小階

段當時的 97 課綱為「認識不同性別者身心的異同」、「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

視，並尋求改善策略」等；而其中與同志議題教育相關之指標計：國小階段五至六年

級實施「認識多元的性取向」、國中階段一至三年級實施「了解自己的性取向」，但是

部分傳播直接更名為「性解放、多元情慾」，「避免性別刻板印象」的相關教材，被轉

化與理解為教孩子「不男不女」等。著實對於現場教師實施性別議題融入增加許多壓

力。 

     謝小芩，陳佩英（2003）在分析台灣校園女權運動中，提及性解放的概念首度

出現時間是在 1990 年，何春蕤與卡維波（甯應斌）對於學校性教育的反動，主張不

要壓抑女性與同性戀者的情慾發展，出版《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鼓勵女性追求情

慾自主，而其後在 1997年發生彭婉如姦殺命案後，修法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隔年實施並接續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將觸角深入挑戰父權體制中，男性在家庭

中所負荷的經濟壓力與正視其暴力。性平教師翁麗淑（2016）更提及從女兒會走路開

始，每年都帶著哥哥和她參加同志大遊行，女兒不只一次收到保險套、指險套，她感

受到的是紮實的性平教育現場，雖然有部分確實裸露，但是對她而言，拋開汙穢，仔

細的凝視「性」，這樣的性解放，並不意味著不停做愛或人獸雜交等。然而不同程度

的討論性與情慾，對於保守與激進拉鋸的台灣社會，與言論自由的論壇氛圍下，有著

純潔恐性與開放教性等不同的立論點，各自展開性教育的兩種論述觀。性愉悅與實踐，

在議會中會出現的質詢解讀為多 P（台北市議會議員質詢教育局之影片），而教學的

理解為性行為的自然，在政治的角力下，家長爭取的是性平會的席次從一增加為五，

以求全面檢視教材中的用語，而教師則可能是在尋求教材上必須小心碰觸到可能被放

大解讀的用字。如性愉悅或性探索，都可能被直接解讀為裸露或情慾解放等。 

    從以上文獻整理後，在檢視目前性別融入課程常應用的性別概念與常見的疑

慮，大致可分為： 

（一）對於性別氣質和性傾向的部分，分成看見多元觀和害怕解構觀。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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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上對婚姻平權的爭議，與多年來對於性別教材的不安，在家長參與教育權

的開放下，開始外延至對性別氣質，性別認同和性傾向光譜各補充教材的疑慮。 

（三）性別平等教育價值為性別主流化，促進性別實質地位之平等。 

（四）基督教價值為維護家庭，禁止婚前性行為，保護孤兒，協助受暴婦女，基督教

世界觀包含質疑達爾文進化論，以及有「上帝造人，女人是男人身上抽出的一根肋骨」

等隱喻，因而衍生男人須以臂膀守護女人，因女人將負生育重任。對於女權意識形態，

情慾自主，解構性別的價值觀，感到不自在。 

    對於男同志較容易感染愛滋病的觀念衝突。部分教會恐性但也用力談性的態度，

間接影響至對愛滋病的污名，如黑死病般恐慌。因將愛滋病與男同志連結，因此對於

非男女性交之模式解讀為縱慾逆天。其中露德教會則是分析 HIV帶原者大量攜帶的部

分來自精漿，也間接對男同志與女同志的思考出現差異化政治。但忽略男性傳染女性

或母子垂直傳染這一部分。 

（五）基督教另有一派為自由主義神學，對於墮胎、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皆持寬容態

度，傾向於相信人的理性和科學，對於神蹟，如耶穌復活等超自然皆持反對態度。但

目前在台灣主要發聲的團體似乎並非屬於此派別，其中台灣之同光教會隸屬於基督教

長老教會（引自維基百科與同光同志長老教會，2010）。 

（六）政治陰謀論 

1.蔡英文宇昌案，該生技公司生產愛滋病用藥  TMB-355，在恐同族群直接將男同志

等同於愛滋病的標籤下，再進一步將婚姻平權法案解釋成歡迎同志進入台灣，最後擔

心台灣成為愛滋病聚集地，甚至拖垮健保等，可能有政治考量而進行情感上的渲染和

政治上的攻擊。  

2.在旅遊採購標案處以北美同志團體為招標對象，對於執政黨未能親中，減少陸客議

題，新南向政策外，恐同者對於同志來台旅遊感到不安，引發為政治考量之推行婚姻

平權的爭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6%BB%8B%E7%97%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MB-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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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性平教師劉育豪，於小學三年級的導師班，經詢問全班家長同意後，教導保

險套的使用方法，因為教具中有假陽具，學生年紀上亦屬於尚未到安全性行為教導

階段，雖起因是班級有小孩帶保險套至學校，然而在公視轉播後，引發恐性團體質

疑，因而陷入性猥褻的官司。 

（八）理性探討部分在網路中可以選擇性被刪除與保留，其爭議程度使得教師不得

不在對於性別相關教材教法上，具備多面向之檢視能力，如宜蘭某校進行愛滋病之

宣導活動，但照片中因為愛滋病患者擁抱以及親吻的呈現，雖親吻之照片中隔有白

色隔片，仍搭配聳動文字在家長社群中引起討論 （小一聯盟論壇與反毒陣）。 

 

二、隱晦的性 

    在討論性別平等之前，我們討論了女性主義的論述，第三維度所要提到的「他

者」，同志與爭議，現在回到身體政治，在將同志從愛滋病的污名中拉出的同時，愛

滋病本身，因為來自血液和體液的交換，來自性，也承受了汙名，相較於同樣經由

血液和體液交換而感染的 B型肝炎，愛滋病的被理解程度相對低，乾淨與汙穢這件

事情，在我們的文化中主導著許多禮俗，也同時直接提供性與慾在討論上屬於禁區

的文化腳本。經血是污血，懷孕女子不能進入某些寺廟，這樣的概念在性別教育與

生命教育的跨界對談中，達努巴克提到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一個家裡非常窮，需要從事性工作為家裡賺錢的女性，她一面知道她的工

作在倫理道德上是被貶抑的，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天主教徒、基督徒、或虔

誠的佛教徒，在現實中她需要這份工作生存，而另一層論述是告訴她妳是

不清潔的、骯髒的，而原住民部落中常常存在這樣的集體道德壓迫。                      

                                （孔國維、游美惠整理，2013，55） 

                  

    這個例子中交織了貧窮、性工作、宗教、養家以及道德上可能來自孝道或扶養子

女（為家裡賺錢）等多重概念，而性引發的道德相關議題，除了疾病之外，也涉及性

工作者，性成熟而自然發生的所有表現，如自慰、初經、夢遺、懷孕、分娩等，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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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化中出現不同層次的重視、隱藏、禮節以及禁忌。 

（一）民俗信仰中的規範 

    檢視台灣在女性月經、懷孕和坐月子這三個期間，會被限制參加或出席宮廟祭典

儀式，民俗學者對於此主要基於三種理由，1安全保護的考量 2代表污穢與不淨的忌

諱 3陰陽對立的概念，陳金燕（2013）針對民俗訪談的歸納，指出應該要回歸到民俗

活動需要具備之能力，或是請示神明，都能排除性別上的限制。以而其中婚姻代表的

是正式承諾為公開的兩人關係、傳統的性行為合理時間以及具有法定的婚生子女權利，

然而禁慾觀或貞潔教育主導的皆以疾病防範為主軸，卻忽略台灣地區的民情與媒體的

多元包容度已使得資訊封閉成為不可能，資訊的正確傳遞才是疾病防治之道。何春蕤

（1999）提及在國際上的性恐慌研究中，顯示恐性的情緒常常夾帶著關係複雜的自保

與自利，藉由特定的事件引發，擴散，許多機構、政客和媒體皆會在這樣的恐慌事件

中直接或間接獲益。 

（二）原住民神話故事中的隱喻 

    民俗信仰有其規範作用，同樣的腳本也出現在原住民的神話故事中，雖原住民有

母系社會如阿美族和卑南與葛瑪蘭等，但實際上不論父系與母系族群都有逐漸趨男性

繼承為主，角色分工實質則趨向平權，揀選布農族之傳說的女人村來作為一例。 

在陳樹山（2015）所分析之布農族（Bunun）神話故事中，耆老口傳全村皆為女

人之女人村中，其性語言皆共同提及女性之受孕來自陰部吹到風，而生下女兒是正常

的，可以養大成人，生下兒子則為畸形，要撕碎任其死去；也有蚯蚓會爬入女性陰戶

之隱喻，哥哥要將蚯蚓燙死等等，其中可見以避談性本身而衍生之神話隱喻與文化規

範，而性成熟相關用品被視為禁忌（samu），無論是胸罩、衛生棉、月經和避孕藥以

及潤滑液和保險套等，皆為下流的話（tumuhmuh）。同樣在漢人文化下，直指裸露被

視為不當的行為，生理期隱晦性稱為大姨媽，與懷孕因保護立場而有前三個月不能說

的禁忌，女性胸部與下體和男性之下體合宜包藏方符合社會期待，而在情慾面上的自

我揭露，則以異性戀為中心，在異性戀的社會接納度上高於對同性戀之認可。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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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隱晦與疾病汙名形成慾汙名 

蔡旻光（2015）嘗試在男同志的污名下，更細微的區辨出其汙名的多重關係，其

中男同志與濫用藥物和感染 HIV構成三環結構，每一層皆代表一項汙名，而三項汙名

之交集點在 2004 年農安趴事件後成為男同志這名詞底下之連環推論。然而在婚姻平

權法案所聚焦的點則為同志在這樣的性傾向認同和伴侶關係無法被肯認與不被期待

穩定之情況下，原制度所加諸的一種期待與處境，可能迫使其進入次文化系統甚至進

入汙名之多重連結，2017年 10月台大宿舍發生之男同志潑酸案，亦可見男同志所承

擔之社會壓力與關係維持或尋覓伴侶間構成的不可說之沉重。而就愛滋病汙名部分，

衛福部在保障基本人權的前提下，修正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病及感染者權益保

障條例」第 18 至 20條，取消外籍 HIV感染者入境停留與居留限制（陳芬苓，2017）。 

 

參、論性別之認同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

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最後他們朝我而來，已經沒有人可以

為我說話了。 

            德牧師 Martin Niemoller，紀念納粹屠殺猶太人之碑文 

 

    每每論及性別議題中的他者，因為是他者（the other），在完美的婚姻體制下

或主流下，那看來不完美、非主流的部分，是否也可能被看見、被在意、或被理解

為人，而後享有人權。在守貞教育看來烏托邦式的宣言下，性別議題則直接面對不

入流、妖魔化、挑戰制度的、無路可逃的人，在庇護之外，以層層論述揭開未知恐

懼。 

 

    羅東高中輔導教師胡敏華（2017）提到自己的經驗，在擔任醫院變性手術評估

的社工期間，以傾聽進入跨性別場域的經歷。「胡小姐，我明明是人，認真生活認真

工作，為什麼換了性別就變成妖了？」 「我曾經死命搓自己的胸部，希望它不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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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跨性別者在做出決定後，所要付出的身體代價並不低，包含壽命減短，持續

服用賀爾蒙等，為的只是活出自己認同的樣貌。如果在這之前，社會願意讓步給出

一個性別解構的空間，是否跨性別者將不至於無路可退？而泰國的例子是比較鮮明

的，跨性別者除了自身認同外，更常來自觀光經濟的整體社會結構影響，其動力源

其實並不亞於韓國的整形風潮，是整個社會帶動的經濟趨勢，也是社會建構了美的

標準，在台灣醫師出走醫美的風潮下，我們也將無可避免趨向整個社會所形塑的性

別思維。即使我們不停去檢視與探討廣告、媒體、行銷中的女體是否為物化，也未

必可以阻擋商業利益思維下的女體被檢視的樣貌，近年來更出現消費女性主義的論

點，用以攻擊並非前期爭取投票權、工作權、薪資權的女性，提出了「女性主義自

助餐」這樣的詞，反諷爭取不做家事，但仍認定只有男性要養家，或是強調情慾自

主，但又同時希望大男人小女人的傳統互動，而出現的選擇性使用女性主義。 

    內政部在擬定性別變更認定登記程序中，已加入變性者在改變身分過程中不強迫

器官之切除 （陳芬苓，2017）。許多跨性別者之所以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並非因為自

覺身體裝錯了靈魂，而是希望能夠透過手術，完成性別變更登記，目的是用以擺脫社

會所貼上的「不男不女」的標籤（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2016）。 

    該研究據此提出了順性別主義（cissexism），相對的另外一義即為恐跨症

（transphobia），亦即對於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不一致的人皆感到不正常不自然，假

設所有的跨性別者都想接受手術，認為跨性別為一種心理疾病（游美惠等人，2016）。 

    在性別友善廁所的討論中，議題溫度也在宿舍、浴室等無法特別設立的情況下升

溫，這些規範事實上仍然是空間的使用量大於制度的理想面，也就是服務多數的概念。

紐約市東村選擇成立一所公立的哈維米克中學（Harvey Milk High School），提供同性

戀、雙性戀或變性學生就讀（游美惠等人，2016），在隔離抑或融合教育之間，台灣

的性別議題也同樣歷經了不同的程度隔離與融合，雖種族的隔離在台灣並不存在，但

兩性（男女校）與貧富差距（公私立）的隔離在現行教育制度中是存在的，其實際引

發的討論很相似，台灣在面對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這一塊，難以出現如原住民政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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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的差別待遇，教會學校與部分體育班的成立與就讀上，卻隱含了這樣的隔離可

能，因為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不若種族為天生命定論，目前論述中傾向於先天以及後天

養成因子交織混雜，在此論述的前提上，教育施行上尚需站穩一個中立與尊重多元並

行的框架。 

 

    最後，性別平等教育，在揭開恐性的面紗，直視傳統禮俗與宗教思維後，除了拉

起了女孩、看見了同性戀、穿透了愛滋病、與護衛了玫瑰少年外，我們該怎麼讓它在

政治中回歸教育本質，並獨立於意識形態之外，回到立法之初心。 

 

第三節  性別平等教育發展之概念 

    性別平等教育之發展，植基於女性主義，自國際領域發聲，由知識分子引入，而

後在台灣逐步推動法令與制度之平權，其概念取徑自多元文化中的差異政治，在社會

運動中採取性革命等對父權體制之反動，而後以弱勢者教育立場轉而帶入性別與種族

密不可分的跨國脈絡，從而在教育與課程上，性別平等作為教材時，無法與權力之理

解與文化之性慾脈絡切割，以推動法令作為性別平等之進程依據，在社會規範上以教

育作為性別平等論述之場域。以下簡介本研究所採用之相關概念。 

一、差異政治 

    台灣在族群、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等都具備多元文化特質，而人在自由、平等

的基礎下，應該有多元文化的公民資質，肯認（recognize）不同性別、種族等差異

的存在（張秀雄，2008）。 Young於 1990年所提出之差異政治的想法，啟迪了轉型

正義的可能與多元文化的思潮，當「常態化理性」以凝視青春期白人男性為依準，將

客體的身體和變化消除，轉而襯托相對的主體，這樣的理性，轉而形成了種族歧視、

厭女以及恐同的結構（陳雅馨譯，2017）。而性別的差異政治，來自性傾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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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慾特質上的歧異，被社會賦予了階層化的意義，由此而衍生的所有社會看法，都

有了差異政治（簡嘉論，2008）。 

 

二、酷兒理論（情慾面） 

源自於女性主義下的一支，原本是對於畸形怪胎的反諷，卻意外地受到邊緣化的

認同，自稱為 queer 的一群人開始正面面對酷兒這個身分，涵蓋了所有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等排除在異性戀主流之外的他者，原本在性別中被邊緣在不入流的妖

魔，以此名稱集結，以對抗主流，表達對霸權所衍生的各種壓迫的不認同。 

性別政治在過往，以女性主義發端，但是即使女性主義亦不足以涵蓋這些多元、

流動、多樣化的情慾性質，於是在父權體制下進行發聲，對體制上以男性為優下設的

一切意識形態提出反抗，台灣女權運動在呂秀蓮等人提倡「新女性主義」下開展，1994

年在「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中更提出了「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標語，

女權運動於此時幾乎直指「性革命」，目的在爭取情慾的自主權，打破處女情節，於

此同時同志運動也在爭取身體自主的潮流下產生（吳翠松，1997）。 

 

三、性教育的論述 

 

    性教育在實施上，根據性別研究學者 Michelle Fine（2003）以美國公立

學校性教育課程分析出四種性教育論述，「性是一種暴力」、「性是受害」、 

「性是個人道德」、「性是一種慾望」，但是在美國第四種論述在性教育中隱

身，台灣的情感教育現場，和這樣的見解下的性教育相當類似，以「禁慾

觀」出發的性教育，發展出「預防受害」，以及以異性戀為中心的思維來教

育，對於青少年以慾望為主體，自然和學生實際經驗與需求，出現難以溝

通的鴻溝。                                 （楊幸真、游美惠，2014） 

 

    也有研究調查發現現職教師在性別教育的推動上對於同志議題感到陌生（方德隆、

游美惠，2009），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布過了十三年之後，台灣社會進入婚姻平權的

討論與法案的議決，但是在同志教育的實施上仍有不亞於性平法實施前的阻撓，足見

教師仍在社會的角力下，無法將教育獨立於不同意識形態而有專業施行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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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權力 

Foucault（1976）在《性史》中提出知識和權力如何形塑主體性，而重塑主體也

一直是其探討的主題。權力在傅柯眼中並不被視為一個特定的形式，它多變而不穩定， 

 

從父母，護士，僕人，教育工作者和醫生的監視範圍，包圍在他的搖籃，床上或

他的房間裡，每一個人都將注意到他的性別，十八世紀以來，已經成為另一個權

力與知識的地方中心。權力存在於如同神經的網絡中，以分佈式的節點形成阻礙。 

（Robert Hurley trans, 1978） 

 

    在何春蕤（2001）的傅柯專題中，「性不是一個固執不馴而被壓抑的東西，性是

權力關係轉手的地方。性之所以好用，不因它是權力關係中最狂野的，而是因為它有

最大的可利用性。」因此權力與知識所存在的場域，其實就是家庭。四種特別有知識

生產力的節點為 

（1）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認為女性身體特別性化（sexualize），本質上有病

態，而且又為家庭育兒而負責，母親／神經質女人因而成為一體的兩面； 

（2）兒童性的教育化：覺得兒童很容易沈迷性活動，會造成道德和集體的危險，

成人必須加以積極管理教育； 

（3）生殖能力的社會化：生育成為夫妻的社會責任，而且整個過程被醫療化； 

（4）變態愉悅的心理化：性本能被獨立起來，各種反常現象都被視為需要治療，

所有性行為都被正常化或病理化。 

在以上這四個操作中，有四種主體也被凸顯出來作為知識的對象。正是這些策

略把性生產出來。性不是權力極力要控制的天生趨力，它是一個網絡，身體的

刺激、愉悅的強化、論述的引發、知識的形成、控制與抗拒的增強，都在此相

連操作。 

（何春蕤，2001）  

   在第一個節點上，女性以神經質和將為母親身分，形成了教養上削弱工作力的期

待，第二個節點上，則出現教育中禁慾觀的走向，第三個節點，可以引申為一夫一妻

家庭的結構，第四個節點則形成了十八世紀非異性戀者所受的醫療壓迫。據此分析知

識與權力的脈絡，我們就無法不看見台灣的制度脈絡下，性別以怎樣的角度被說與被

看見。 

根據 Foucault 所指，權力與知識不是獨立無關或具有本質上的差異，而是相互蘊

涵、互為援用，不停轉變與增殖的共生體。在歷史上出現的主流論述，具有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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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知識，皆為當時權力運作下的優勢論述，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後，教

育上的論述卻無法突破禁慾觀的論述。 

（楊幸真、游美惠，2014） 

    正因為論述會使權力暴露而同時有兩種結果，正反面的陳述皆得以出現，性別在

使用論述時變得更困難，如在性別主流化的具體實施必須涉及到各層面的治理層這一

部分，Verloo（2005）也提及影響實施的主要因素極為散亂，單就同工同酬這樣的議

題，正面可以提升女權，但也同樣可能是雙面刃削弱女性的主體性。論述會以一個整

體呈現，而其中任何一環都可以轉向。 

   在性別教育上必然有教師的世代衝突，家長與社會的輿論角力，從而在論述上有

所刪減與選擇，這些被保留下來的教材，依舊因為多元成家法案推行的時間點，而一

再被檢視與討論，即使教師有其立足點，也可能因為其中涉及的衝突而略而不談。 

    在階級再製的部分，學校很自然的把學生導向過度競爭與不平等的生產關係。因

此，對經濟而言，分流制度看似必要，但意識形態上的分流，卻可能會制服學生，讓

學生對立，並迫使學生成為功能性的與受管制的勞動力。（Oakes，1985，轉引自李雪

菱，2011） 

五、跨國女性主義（transnational feminism）（文化面） 

    游美惠與楊佳羚（2013）指出台灣本身在被殖民史、多族群的語言文化背景及全

球地緣政治下特殊的脈絡，當論及全球性別正義（global gender justice）時，無

法避開性取向和族裔等對女性地位的影響，例如台灣 1987 年婦運團體大規模的關懷

雛妓大遊行，因為其中原住民少女比例偏高，促成其後原住民政策的檢討，但後續原

住民女性對此行動卻質疑是否強化原住民家庭的污名。再如新移民女性以「填補」台

灣女性不願意從事的傳統角色進入台灣時，其形象是否也被形塑成傳統而落後的「她

者」，相對應於女權意識喚醒的台灣現代新女性。同樣的處境當我們從性別切入，檢

閱穆斯林女性的面紗時，是否被用來合理化帝國主義的入侵或是以反恐名義進行的侵

害人權行動等，在種族、階級這些因子被考慮下，跨國的女性議題才能具備完整的脈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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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根據所蒐集之文獻探討形成研究理論基礎，聚焦性別融入課程之關鍵點在

於教師如何述說與呈現教材，為使性別平等教育更趨近立法精神，同時在實作性別融

入時能秉持過猶不及的立場，設計培養孩子性別敏感度之教材，本研究設計實施為 

一、以台師大碩博士論文（出版年度自民國 69年至 105年止），將研究之關鍵字和題

目中含有性別之所有論文，共計 363篇，套入原始之三維架構中，分類比較論文在提

出與被觀看間，關於性別有關題材之探討度主要落在何處，以求理解貼近國中階段實

施之具體模式。 

二、以共備討論的方式，針對對桌遊有興趣之教師進行討論，探討其感受性的想法，

思考性別融入課程之可行方式。 

三、發展之課程於八年級一個班的輔導課中試行三節課。 

四、挖掘可行之教材分享。並做性別議題融入英語之跨領域之試題、學習單，在 FB社

群 Teach for the future分享，進行議題探討，讓社群分享使用與共備。 

 

根據三維度討論議題發展之研究流程圖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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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性別融入教學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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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與參與者 

一、 研究工具 

以《扮家家遊》這套台灣設計研發的桌遊遊戲為主，設計理念源自於許多教學

現場的老師，發現課堂中可能會出現單親家庭的孩子，不知道家庭圖該怎麼畫，而主

流核心家庭的孩子根本無法想像多元家庭的樣貌，因此廣邀台灣各地的現場教師以兩

年的時間發展出這套桌上遊戲。 

設計團隊將故事背景設定為兒童節，許多國家都會為兒童訂定一個特定的節日，

但是對於兒童而言，得到兒童節禮物好像太無趣了，因此全球兒童會議決議，每一年

在兒童節這天，都可以變成別人，到別人家生活，住別人的房子並體驗別人的生活。 

 其原本操作模式為玩家需要抽取家庭成員的卡片，配合不同家庭型態，在人物圖

卡中加入了多國家（印尼、剛果、菲律賓、美國、英國等），多族群（布農、泰雅、排

灣、達悟），以及打破性別二元刻板印象的角色。孩子可以用說故事的方式，說出對

家庭的想像與建構的方式。 

卡片中涵蓋的家庭型態可以多達單身、單親、重組、同志、隔代、多元種族以及

國際家庭等。房屋則可以對應到地下屋、兒童之家、蒙古包、違章建築和貨櫃屋等。

可以融入之領域更包含了綜合領域、家政教育、社會領域、人權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以及國語文六大類。也有教師將遊戲的圖卡變成數學教學中排列組合的工具，讓領域

的融入更多元。共有六種活動設計方式，而其中較適合引入國中階段的設計為高年級

作文課，描述家庭的樣貌。研究設計團隊並實地走訪偏鄉，設計九大引導金句，帶領

偏鄉孩子擁有更多視野。後續另外推出《不簡單的家庭》圖卡，讓家庭成員的消失與

新增，龐克與扮裝，失明與壓力衣等，都能在課堂的討論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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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參與者 

課程共備分為兩種方式，對於教師間對性別的概念較少觸及者，以圖卡的人

物討論，藉以理解對於圖卡上與性別課程相關的想法，教師中對於桌遊感興趣者

則試行桌遊並討論課程中較適合出現的概念。 

 

表 3-2-1 

研究參與者 

以已實施過或可能觸及性別教育的教師為共備之對象。 

性別 年資 職位 任教年段 代碼 

男 m      10 年 專任教師 高中 Me1 

女 f 18 年 導師 國中 Fe2 

女 f 9 年 導師 國中 Fse3 

女 f 3 年 專任教師 國中 Fg4 

女 f 15 年 專任教師 國中 Fg5 

女 f 17 年 導師 國中 Fb6 

女 f 12年 專任教師 國中 Fc7 

女 f 13年 導師 國中 Fc8 

女 f 12 年 導師 國中 Fh9 

女 f 11 年 導師 國中 Fp10 

男 m 9 年 組長 國中 Mm11 

研究過程中因緣際會與一個畢業學生以及婦產科醫師討論到議題，一併列入 

女 f 導班畢業之學姊 企管系 大四 Fe12 

女 f 婦產科醫師   Fd13 

其中包含了同志、基督教徒、曾經實施過性別融入以及未曾實施性別融入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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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施方法 

    針對課程共備中提及關於性別的部分做條列分類，以省思方式記錄性別融入課程

之概念與想法轉變。 

一、教師揀擇方式以實務上會遇到之意識形態對立雙方觀點，尋找中立之教材。 

研究進行以課程共備與討論並行。 

二、討論之問題羅列如下 

1 性別融入對你而言意涵為何? 

2 在扮家家遊這份教材的人物中，哪個人是你覺得最可憐的?為什麼? 

3 如果你可以選擇，你最不想成為哪個人？ 

4 對於那些性別的融入實施感到自在? 哪些感到不自在? 

 

    本研究邀請輔導教師（2）、導師（2）、特教老師（1）與專任教師（1），與自己

分兩次進行試玩，之後再討論在性別刻板印象、性教育和性別認同這三部分，不同科

別之老師們對於爭議的看法，課程實施的方式，最後以新聞事件切入並論及同志與愛

滋病的議題。 

    因桌遊整合性的觸及性別，同時也帶入多元族群與新住民等國際家庭，並設計了

多元家庭之想像等，對於教師也同樣是傳統核心家庭以外，理解寄親家庭等多元的認

識與想像的拓展，對於目前任教學校之學生亦可有經驗上之連結，原始設計為讓參與

者可以在玩遊戲中看見並理解多元家庭的樣貌，以自身經驗去詮釋說出心理安全範圍

內的家庭建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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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性別之概念 

壹、碩博士論文分析  

    根據本研究之具體問題第一點「在性別研究文獻中，常常被使用或接受的性別的

概念是甚麼，老師對於性別爭議的敏銳度與接受度的光譜趨近於何處?」我從臺灣師

範大學之碩博士論文系統中，以性別為關鍵字與論文題目蒐集了共363篇論文，經過

編碼登錄，將論文的研究主題分門別類，以三個維度了解國內對於性別概念常被關注

和應用的分布情形。 

表 4-1-1 

性別概念三個維度的分類架構表 

三維度分類 類別 篇數 

第一維度：性別之權力 性別氣質與跨域 62 

性別角色與社會分工 76 

男女有別 97 

語意幽默 11 

加總 246 

第二維度：性別之性/慾 同志 12 

女體 13 

男體 1 

擇偶 9 

加總 35 

第三維度：性別之認同 跨性別藝術、文本與媒體再現 13 

綜合實務性研究 教材與課程 38 

法律與政策 15 

加總 53 

剔除之研究 生物中動物之性別差異與變態心理之文本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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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維度 

1. 性別氣質與跨越刻板印象：包含突破傳統疆界如女校長、男家政系等 

2. 性別角色分工：著重在父職母職與對自我角色概念部分探討 

3. 男女有別：研究試圖統計釐清在教室觀察中，男女生於不同學科，使用之策略或

動機等之優劣表現或是差異，亦有男女配對組合之分組方式與男男或女女之差異。 

4. 語意幽默：廣告或是字詞使用上運用刻板印象以達到幽默效果。  

二、第二維度 

1. 同志部分：包含個案與文本新解讀 

2. 女體：在男性凝視或身體意象部分，因發現有一篇討論漫畫中的男性臉部線條因

此男體另立一項。男女體的凝視觀點，其中有一篇日本雜誌中對可愛甜美或成熟

的歸至第一維度的氣質，而身體中提及意象和無性別的部分則歸入第三維度，保

留在第二維度的主要是凝視觀點，其分類在慾望與美醜定義間存有模糊地帶。 

3. 擇偶：因擇偶條件等涉及情慾部分，因此同樣皆歸類為第二維度之性與慾面向。 

三、第三維度研究之初即預設屬於少數，因為跨性別者如果未出現身體之轉換如變性，

其界定相對來說為隱性，雖台灣法律已界定不能強制器官之移除，但實際認定上，

仍以身體改造與扮裝者為主，可能依時間而變化。故加入如無性別身體藝術表現，

蘋果日報中新聞之性別訊息分析等物化之討論，以求與身體之塑造與重塑部分連

結。 

四、綜合性研究因可能同時包含不同維度，甚至跨越三維度探討法律或性別平等演進

之脈絡，課程之實施與操作等，數量為第二多數，獨立成一類。 

五、其中剔除共 5篇研究生物如黴菌與山羌等，11 篇性別非研究之主軸或無差異，

1篇吃到飽食物取用行為研究，共 17篇，另外 1篇《王爾德與比亞茲來的莎樂

美與「致命女性形象」》討論涉及了變態心理，文本難以歸類亦刪除，總共保

留 345篇，其中有 2篇重複在不同向度中計算。分別是 

1. 邊緣／異己之歌：五位性別少數的性別認同與學校生活適應。分列跨性別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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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2. 異地空間的意涵: 以吳爾芙的<出航>與<奧蘭朵>為例。分列性別角色與跨性

別。 

貳、研究結果 

      在三維度之分布上以長條圖比較，可見其比重之差異情況。並推測原因。 

(一) 主架構分布圖 

    在性別為關鍵字和題目部份，可能涵蓋統計性研究中基本資料有性別這一項，

有時雖非研究之主題，但會在統計上出現性別的差異，也可能不具差異，因此並非

本研究之目標對象，但因此剔除之研究數量甚至高過第三維度跨性別部份。在跨性

別者的議題溫度與關注度是較低的（討論度偏低）。 

 

圖 4-1-1 研究論文之統計長條圖 

 

(二) 第一維度性別之權力，分類中有一項為語意幽默，使用刻板印象達到幽默的

目的是語意中很常見的一環，也有討論男女對於幽默辨識的能力差異，也會運用在

設計性別標示圖像。其中男女有別結果為男優於女或女優於男，抑或無差異，的確

顯示了目前社會刻板的過程並非無所根據，研究年份也遍及各年段，在班級經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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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老師常關注到的現象。而性別氣質與跨域，性別角色的部分，分類時確實有

灰色地帶，如吳爾芙突破男性旅行書寫的傳統，既跨域也形塑了自己的性別角色，

兩項性別氣質和角色形塑若合為一項，則超越男女有別之研究。男女有別是教學與

理解學生行為過程起始的一項重要指標，但有別的過程其實來自研究者的為教學

起始點做假定並附加社會的眼光，正如 D’Lima, G. M., Winsler, A. 和 Kitsantas, A.

（2014）研究非洲裔、高加索裔與亞裔美國學生之自我效能時，發現非裔與高加索

裔學生的自我效能高於亞裔學生，男性高於女性，但在畢業率的時機點則看到，而

女生比表現導向的男生來的更具外在動機與精熟導向，而非裔和亞裔的孩子起始

動機是高於高加索裔的學生，弱勢處境可能激發更強的動機，在性別與女性充權的

脈絡下，也要避免過度類化與單一視角的狹隘，也因此關注性別之外，課程中也要

考量其他脈絡之因素。 

 

圖 4-1-2 第一維度性別之權力 

(三) 探討之同志與女體部份，有趣的是女體與男體的觀看的比重差異，除了女體

一直以來在媒體中被觀看與檢討多於男性的論述，可能包含了觀看者權力這樣的

思維之外，思考中也提及慾望，我在生養小孩後，對於哺乳動物的泌乳本能及嬰兒

反射行為還印象深刻，設想是否可能是一種先天的本能，母親的身體會在分娩時開

始泌乳，而嬰兒是一出生就具有尋乳反射，而乳房為女性之身體性徵，是否在女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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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看上本就有一層本能驅動，但兒童的發展有其階段性，並不能完全推論至成年

後之慾望，不過也想起曾經看到一個網路上實驗，測試男性觀看男體與女體身體呈

現的興奮反應，以及女性觀看男體與女體時身體呈現的興奮反應，已忘記該研究來

自何處，但記得結論很特別，發現女性對女體都有一定的興奮度，實驗結論很快速

地推到女性都有某種程度的同性戀傾向，但我的想法還是來自女體觀看部分來自

哺乳動物之本能觀點，情慾特質的影響層面，同時來自文化、機運、外貌、能力和

目前無法完全定論的先後天多重影響，單一因素的解讀可能是相對武斷的。在女體

和擇偶中，擇偶主要分別是未婚男性之婚姻觀、高科技男性擇偶以及高教育程度未

婚者擇偶限制信念等，其中的男性凝視的女體樣貌與男性的擇偶偏好皆可見到考

慮男性的觀點，女性凝視的男體與女性的擇偶偏好並未有研究，擇與不擇之間，多

少反應了在性別研究中女性佔多數的現況，男體部分是漫畫男主角頭部細節形式

偏好與漫畫研究。其餘在高中異性交往、青少女在愛情裡的性別論述，和性騷擾的

政策為多數。 

 

 

圖 4-1-3 第二維度性與慾 

(四) 第三維度 13篇無圖表呈現，其中跨性別的文本部分包含莎士比亞的《如願》

與《第十二夜》、《荒人手記》、郊野佛陀卡林（Karim）、吳爾芙的《出航》與《奧蘭

朵》等，學生部分則有「她男孩」，另五篇為檢視身體意象之媒體再現等研究（無性

別身體、好萊塢的回春女性）。 

(五) 綜合性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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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之設計與教材之檢視，其中教材意識形態之檢視，涵蓋課程廣達音樂、美術、

公民、視覺藝術、生物科等。課程設計或成長上有家政、數學、音樂，英文領域研究

者的部分，會歸類至語意幽默刻板印象的類別中，或是在文本中討論到跨性別與同志

的議題，因此文本被分至第二三維之中。課程實施以輔導領域較完整。 

    英語領域在設計性別融入上，可能較容易跳脫第一維度的思考，以幽默和文本走

入。 

2. 法律政策部份有如英國兩性法制研究、台灣部份則是婦女新知和婦女運動之脈絡

探討、或性騷擾防治政策等。 

 

 

圖 4-1-4 綜合性實務研究 

參、 反思 

三維度在分類中取向落差較大，因此在維度上做整合，並佐以年代和點閱率最高

之文章做分析，以求在時間與數量上可以看出性別研究之變化。 

一、維度整合 

    發現在分類過程中，第二與第三維度的概念分類有些重疊，原因來自其無法單獨

討論，如第三維度的身體意象與第二維度的男女體的觀看角度相互影響，而第二維度

性慾之同志部分也與性別認同中的跨性別者在文本中的身分可能重疊，因此在統計圖

表上將二三維度整合為同一維度，修正原始三維架構為二維，而課程與法令之實務跨

維度取向仍獨立一項，使後續相關研究可以更具統計意義。整合之維度圖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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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維度整合長條圖 

二、年代趨勢 

    年代趨勢略有變化，可以看見男女有別之研究縱跨69年至今，但民國90年（西元

2001年）前後約20年比較，性別相關研究數目大幅增加，由63篇增加為300篇，民國

90年後討論之主題開始出現跨域、男同志、跨性別與性慾等更多元素的研究，而民國

100年（2011年）後則出現性侵害與受暴之主題，文本中同性戀的討論，角度切入更

正向，媒體部份的討論亦增加（如電影）。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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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性別文獻之年代統計 

年代  民 89年之前 民 90-99年 民 100年後 

研究 

主題 

 

 

因男

女有

別各

年代

皆有 

， 

不另

列出 

1性別與種族之影響 

2男女發展不同之階

段性 

3幽默語意分析 

4性別角色發展 

5愛情關係的性別論

述 

6課程設計等 

 

（以 69年組織氣氛之

研究為始） 

 

1 女性科學家 

2 她鄉 

3 男家政 

4 女體育老師之性別角

色 

5 男性刻板形成與鬆動 

6 兩性平等法制 

7 教科書意識形態分析 

8 同性之愛與性別錯置 

9 媒體再現 

10禮貌語氣 

11未婚男性 

12男性教師性別情結 

13男同志運動員 

14男同身分認同 

（96）  

15跨性別、影像解讀與

再現 

16性慾、娼妓   

17 2008權力啟蒙、婦

女新知 

 

（以第 263篇日本國中

教科書性別分析為末） 

1 性侵害 

2 受暴 

3 媒體 

4 課程 

5 男同志觀光 

6 名模 

7 家事調解 

8 好萊塢回春女人 

9 電影性愛成癮的女人 

10 BL小說 

11數學融入 

 

篇數 自民國 69年至 89年 

共 63篇 

自民國 90年至 99年 

共 200篇 

自民國 100年後 

共 100篇 

 

肆、應用於教材啟示 

一、課程實用教材 

因好奇分佈狀況，以性氏、下載率、和點閱率之順序分別看過這些論文，其中點

閱率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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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氣質與跨域類：民國 95 年，資優數理女孩自我性別角色與生涯發展與角色楷

模課程實驗之研究（155次）。 

2 性別角色類：民國 91 年，史學與性別中，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132

次）。 

3 課程類：高職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之行動研究-以性騷擾防治為例（127次）。 

4 性別氣質與跨域類：人格特質與性別刻板知覺對於女性資優生生涯成功之預測研究

（101次）。 

    顯示研究取向以優秀、突破性別傳統框架之激勵性例子最受到注目。第一名為教

授之博士論文亦有加乘作用，但一、四名皆為資優女孩之研究，顯示正向成功的形象，

與列女傳中突破刻板形塑新的性別角色類，若能在課程中帶入，對於性別之概念啟發

與激勵較強。 

以三維架構之溫度而言，第一維度之探討偏廣而多，議題溫度較低，也較適合

引入課程。第二與第三維度比例上雖篇數較少，但議題之深度相對深，如討論福爾摩

斯與華生關係再論、電影性愛成癮的女人等 （限制級），適合文學類以他者角度切入，

但可注意性騷擾與身體界線也在第二維度中，課程上可以切入法律的常識，如性霸凌

與性騷擾等，但第二維度的文本使用在國中階段英語科，談「情」較為可能，說性則

需要專業，也能在創意與藝術類科以突破或創新的角度切入男體與女體。 

    第三維度與第二維度整合後，是民國 90 年後開始出現的新興主題，台灣地區教

師部份有跨性別扮裝教師，校內曾經在輔導期刊中介紹，而性別議題在切入時的美醜

之世俗標準仍會影響學生之偏好，思考課程設計時應該可帶入他國之例子，如電影丹

麥女人和 Billy Tipton。這一維度的驟降，來自台灣社會文化中的隱性思維，跨性別

包含了性別議題中對於美醜之界定、轉換性別在法源上的界定，後期才不強迫器官摘

除的部份、社會價值觀究竟為獵奇抑或是理解與包容，事實上有著不同層次的視角，

而事實上能夠做到跨性別之出櫃，亦需要相當的支援，如經濟許可、家人接納與表演

需求（像是以此為生）等。因此回到文本與教材設計，如果刻板印象中如男理工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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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等角色，事實上附加的是一種性別期待的濾鏡，過濾並形塑我們對於性別分工與

性別氣質的假定，那麼教材中所出現的人物，亦須找到具有激勵人心的例子，目前研

究者也僅看過玫瑰少年（My life in pink）的影片，因此在第三維度部份的呈現，

傾向於教學過程中有遇到被霸凌的孩子或需求，以及期刊類文章（2017 國家地理雜

誌 1 月），或出現如人妖這樣的言語揶揄，需要拉出來進行討論，常規課程中可以在

第三維度中探討如時尚模特兒開始以健康而非紙片人為導向的趨勢，討論男體與女體

在媒體之塑造與美醜的定義間做連結。視學生的程度考量是否加入跨性別者，將焦點

聚焦在媒體訊息或廣告訊息檢視中較為可行。目前英文課程中在形容詞部分可以切入

胖瘦美醜，修圖軟體的課程（康版七上），也可以加入種族與膚色歧視的議題。 

 

二、聚焦英語科 

   國中階段若非整堂式的課程，英文領域以字的解釋，較可能切入日常課程中。如

Gender 和 Sex 之不同，History 其實不是 his story2。提到 The lenses of gender 時，lens

對孩子而言可能比看到 stereotype 來的親切，因為比較短且為現代化具體產品。而主

題式的教學則可以提供孩子較深度的討論空間。但需要允許學生能夠用中文補充說明，

較可能增加課程深度，但也可能會拖到課程進度。 

  

                                                        
2 https://www.hk01.com/歷史/111165/歷史是否 His-story-    字源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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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概念探討 

    根據本研究之具體問題第二點「教師社群在討論性別教材時，選擇上會刪減與保

留的是那些課題，會使用與忽視的原因為何?」我以桌遊之圖片討論與課程共備之討

論，據以發展教師之概念光譜，並討論課程實施方式。 

表 4-2-1  

研究時程表 

壹、探究教師的性別概念 

    教師對於性別教育中的性傾向理解，反映了社會上在實施性別相關教材時，

可能出現的想法與質疑，因此需要釐清對於同性戀，目前教師間所使用的語彙與

概念，才能在性別融入課程時取得一致的共識。 

一、愛滋病汙名 

     研究源起時分別和兩位教師談論到性別相關的概念，由於一位是男英文教

師，因為年紀相仿，對於性別教育的理解也比較相似，可以提供我男性觀點的性

時間 主題 參與者 

7月末 

研究源起 

校內出現轉發訊息後 

討論婚姻平權 

Fe2 

08月 01號 討論婚姻與性別 Me1  

09月 06號 討論愛滋病篩檢 Fd13 

10月 12號 決定桌遊扮家家遊使用 提研究計畫 

10月 31號 討論聖經部分的反同處 Fc8 

11月 16號 第一次試玩桌遊與討論 Fb6 Fc7 Fh9  

11月 22號 畢業學生訪談 Fe12 

11月 24號 第二次試玩與討論 Fse3 Fg4 Fg5 

12月 02號 針對人物圖卡的訪談 Fp10 Mm11 

12月 08號 第一堂輔導課-他者 學生 

12月 15號 第二堂輔導課-神入 學生 

12月 22號 第三堂輔導課前 10分鐘-資料比較異同 學生 

1月中 將輔導課程提供社群，轉化英文課程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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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概念，另一位是女性教師，因為基督徒有守貞戒律，曾提及反對婚姻平權法案

僅能接受立專法之原因，在教師群組中轉發了關於同志部份的擔憂與恐懼，轉發

訊息中包含男男性交是傳染愛滋病的主因，肛門並不適合性交等，以及有台灣健

保被大量感染者入境拖垮的隱憂，引發我將性別平等教育帶入教師討論的動機，

其實來自教師之概念衝突。因為對於教師中對於同性戀部分恐懼與不安，加上在

專班的課程中曾經小組實施過一份簡單的問卷，也對於自已的許多概念原來與周

圍的同事們有如此大的歧異感到訝異，於是抱著修正自己也產生更多對話的想法

投入這份行動研究。上課報告中的問卷結果為課程小組三人共作，分別是呂佳欣

和陳如芳兩位研所的夥伴。前導研究的檔案亦放置於附件之中。 

     研究中參與之教師不限制在有上過性別融入的教師，希望蒐集各領域也能

有跨科之主題出現，訪問聚焦在圖片上，分別訪問了數學、理化、英文和國文老

師等。事實上身邊的同事都被我問過不少問題，也很感謝同事們很包容我各種挑

戰極限的問題，也因此有了對於大篇幅的同志釋疑與去汙名的部分，之所以會思

考基督教義，源自研究者與環境的脈絡，本身的教師的友群中有許多基督教的朋

友，都是教學上與理念溝通上的好夥伴，因此雖然研究之初有兩度被建議把目標

對象聚焦在有想要施行性別或曾經施行過的老師，如研究的前輩所言「在同樣目

標下會來的容易許多，若要找基督徒又要與同志談，就像要藍綠和解一樣難，何

必如此執著?」，但也因為這是我認知衝突的來源，也是動機所在，在理解基督教

的概念上既然有許多人可以諮詢，不想刻意刪除，因此研究結果中有一大篇幅來

自概念衝突之辯證。 

    當然恐慌某一部分是來自於醫療單位界定 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族群的標籤，和蔡旻光所分析出的多重概念連結，皆在在提醒或強制受檢

族群，然而其中有一個前提是比例偏高，在實務操作上應該並非標記特定族群，

而是非安全性行為事實上是所有性疾病傳播的根源，因此這個議題應該是拉到全

部的人。但，安全性行為，目前若只有論及異性戀之單一性交模式，讓同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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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中，無益於原始目的，強調只有一小部份的人應注意，也同樣無益於達到

疾病防治的目的，可是即使是我們目前的討論，還是先放一個「他們」來隔離，

如同討論一個他者般無感，如果能將面對這個防疫缺口擴及我們所有的人，以及

影響全體的社會制度，可能是比隔離、標記、撻伐，更能阻斷愛滋病的蔓延。這

樣的篩檢和討論的空間都是匿名與特定醫療院所，除了技術上的支援外，也來自

社會對愛滋病汙名的集體壓迫，使得問題更難以處理。 

 

    「我覺得你是會注意的人，你們會注意就是會注意了，但有些人就是不會注意，

我們是不能將愛滋病檢查放在這種一般的健康檢查中的，有愛滋病的人你要他去

受檢就是很難，光是我們這樣討論就不行，因為愛滋病目前的現況就是這樣，B 型

肝炎可以在新生兒或是驗抗體的過程中加免疫球蛋白或補施打疫苗，但我們不能

以任何像車子出來的方式幫你們篩檢，我自己是婦產科的醫師，對新生兒更會擔心，

所以我都能用代用血漿就使用代用血漿，因為我們也擔心血品出問題。」（Fd13） 

 

    在目前的愛滋病篩檢中，可以理解醫護人員之擔憂來自之前篩檢技術上並未

突破，捐血車的採檢人員需要宣導「擔心自己有愛滋病不能使用捐血車做為篩檢

工具」，正因為病毒量與抗體量在前期的變化度極大，單是驗抗體量有三個月的

空窗期驗不出，而驗病毒量則有一周空窗期（訪問採血朋友），需要自費的費用

負擔較高，而愛滋病在目前社會氛圍下，如果連愛滋病的未染病伴侶已確知保護

措施都將同受歧視，同時背負著不能說與不敢驗，要怎麼達成第一個 90%（讓感

染者知情）呢？ 

 

（二）多重性伴侶    

    訪談中發現關於同志有其中多重性伴侶這一層次是介於愛滋病與同志之間， 

「這也沒辦法，因為他們就是比較亂，或者有一些多重伴侶，所以看到的部份就是

比較高，那可能同志會讓人家印象不是那麼好的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太常跟多重伴

侶連結，因為異性戀當中只要你有不忠的行為出現的話，大家都會一定鄙視你，然

後所以同志大家也會一樣地看待，可是就像他剛剛講的比例太高的時候，等號自然

就連結過來。因此不管同性異性戀，談感情不外就是希望彼此互相，也包含那種獨

佔的成分，忠誠的部份，在這個層次同性或異性戀都一樣。」Fse3，F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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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自己和共備者中接觸的同性戀都沒有多重伴侶的情況，而且相對的，關

注的重點反而在於優秀且仍單身，來自社會並未有保障穩定關係的機制，但「多

重性伴侶」的概念卻是連結同志與疾病的一環。所以將討論帶至當時剛好出現的

台大宿舍潑酸的事件，將放在下一段課程接受範圍的部分。 

 

    研究者在談論同志與訪談愛滋病的訪問過程中，也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一層隱

形的壓力，而這樣的壓力可以想見可能擴及同志的私生活更多層面，一位女性同

志朋友曾經聊到，你有聽過旅館，在訂房過程中告知不能兩個女生單獨投宿的規

定嗎? 當時討論中有人提到是，有些旅館可能會擔心投宿者在房內自殺，因此可

能拒絕一個人投宿，但是並無不能兩個女性以及不能兩個男性的規定，可能就是

單一原因來自對同志的不友善，否則如果是姊妹、母女、或者好友，都不太可能

會被拒絕。 

 

貳、課程接受範圍 

 一、性別氣質與性傾向  

    關於性別氣質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教師對於教導的深度討論如下。 

「我覺得你能教到氣質就差不多了，就是你只要把那一類的氣質，跟一般社會觀

不太一樣的人可以不受到歧視就好。同志、跨性別的話，同志也可以讓他們知道

有這樣的情形存在，到高中就可以再更深入一點談，也就是發現有那個傾向的時

候，再深入去了解，以我同學的例子，他說其實大概都是在國中的時候發現。」

（Fg5，Fse3，Fg4。） 

 

    另外過程中討論到當時剛發生的社會新聞台大宿舍前的潑酸事件，可以發現

新聞稿在處理上相較於以往聳動的標題，這次的標題相對友善而不標記任何族

群，談論到這個事件如下， 

    這個案子已有社工介入，並在社工建議的方式下和平分手，爸媽都在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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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男生最後依然選擇了絕路，也許我們無法確認是否本來就有危險的特質造

成，但，是否可能另一層壓力來自男同志的身份，所以難輕易割捨或放開一個對

象，情傷的處理可能等同親人死亡的衝擊，要找下一個可能不如我們能理解的容

易，在我們討論的這個氛圍上，好像還是沒有辦法真正同理到，在性平教師或是

輔導室這些接觸比較多個案的老師身上，我們比較能夠開放去看，可是有沒有可

能放進課程裡？ 

    因為這一階段共備皆為女性教師，因此認為 

「男生本身也不會想那麼多。國中階段男生可能就是比較單純，除非是那種比較

陰柔特質的才會想得比較多。因此課程上第一步是開放式，然後認識。國中階段

停留在認識，是因為很多不友善來自不認識，要談到更深入一點，除非是像這樣

個別的談話才有可能談得比較深入，大團體和大班教學就是教導到認識尊重就夠

了。或是情況是如果有家長反應，其實就是協助家長想，如果今天你的小孩是這

樣子，你會希望你的小孩因為這原因被人家歧視與排擠嗎？」（Fse3，Fg4，Fg5） 

 

二、安全性行為討論 

因為性與慾這個維度目前多討論在身體界限與性騷擾等，對於衛生用品的討

論如下。 

 

「我覺得重點是講保險套應該怎麼使用，就安全使用就好。其他我覺得他們的心

智可能也沒有到這麼地成熟。」（Fse3） 

 

    這個部分也符應到曾在孩子日記上，看到剛上健教課的安全性行為的孩子提

到，「今天上完課，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性行為是那樣，以前都不知道。」雖然也

可能只是個案（平常學習狀況和在文字的使用上偏慢的乖男孩，14歲），但也部

份反映出區域孩子其實在媒體文化的影響上，並未接收到我們以為已經氾濫的性

資訊。 

    在談論到第二維度性與欲這個部分，不論是教師或大學生，都有提到難以在

一般非健教的課程中融入，在伊斯蘭教因為教義與生活緊密結合，因此像是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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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3的情況不會在台灣出現，訪談中提到 

 

「目前宗教在台灣並沒有限制到行動，可能進廟宇會影響，但那對一般人生活沒

有差別，我不用進去也可以，但如果是進百貨公司就有影響，所以那沒有影響到

我生活，不過我覺得要知道保險套與同志，因為我以前就是不知道，一遇到真的

很錯愕，到現在還是不懂他們為何會那麼相愛，但要提像口交膜（家長連署之訊

息中提到，為教師備課用書之截錄），如果在上課中出現，就真的無法接受。」

（Fe12） 

 

    「我想要導正觀念我才會講，不然其實我不會提到性別，性慾這個面向幾乎

不會，你只是講一個保險套，他們就開始啊啊啊，但性別氣質可以，突破分工限

制也都沒問題，國文可能就他們在下面講一些不好聽的穢語的時候，我會提到

說，這個屌是什麼並解釋一下，然後這個幹是什麼意思，所以你要請他媽媽來

嗎？或者是你什麼哭爸哭母，是指爸爸媽媽古代的人死了，所以我們要當孝女孝

子要哭，所以哭爸哭母是指死爸爸死媽媽，所以如果不懂這些詞的意思，就是在

亂講話。」（Fc7） 

 

    符應到社會事件中，因為房思琪事件與家長參與的氛圍，可以理解在健教科

以外的課程中，教師不太可能特意涉及第二維度中性器官與衛生用品的部分，而

疾病需有一定的知識背景，婚姻平權的概念則尚未跟上法令。但法律概念是可以

出現的，其他只要課本教材中未提及，第二維度在文化脈絡下，特別拉進課程，

也有狼師的顧慮。高雄的性平教師爭議，如果在年齡上符合課綱中，安全性行為

教導之年紀，爭議度就降低，但考量脈絡上是因班級中有孩子帶保險套，課程呈

現時須考量大班課程，社會上的接受度，而教學的用心確實難能可貴。 

參、研究者反思 

關於教師對於同志之誤解，主要來自愛滋病汙名與認為聖經上有反同的概

念，因此以下分成兩個部分做辯證。 

 

                                                        
3沙赫卡尼（Wojdan Shaherkani）是沙烏地阿拉伯參加奧運重量級柔道比賽女性選手，雖然已經

包有頭巾，身為第一個參賽女性仍被指點為奧運娼妓，國內電視禁止轉播她的賽事，奧運之後她

仍要回到同樣社會脈絡中。2012，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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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滋病汙名 

    訪談中出現認為愛滋病與同志男男比例高的部份，露德教會中，提到反轉錄

病毒主要的存在位置是在男性的精漿，也就是目前攜帶傳染濃度較高的部份，所

以除了媽媽垂直血液感染之外，另外一個源頭主要來自精液，所以只要是非安全

性行為，都有同樣的風險，尤其在初次性行為的女性，其風險也不亞於男性肛

門，只是在於男性與男性間沒有避孕這個層次的擔心，也因此可以推論同樣安全

性行為如果只針對單一族群，其實會造成其他層次的誤解，在傳播上不停強調肛

門是個很脆弱的器官，論述上是把愛滋病的源頭聚焦在男與男而非男與女，保護

了精液為傳播源頭這個觀點。正如同母子垂直感染，把焦點聚焦在孩子是很脆弱

的，是否就保護了母親的血液是傳播源這樣的觀點，而異性戀與同性戀將同時在

這樣的論述下模糊焦點。 

    當然男同志性行為並非是唯一的污名，正如蔡旻光提及的男同志與藥物濫用

與 HIV帶原之三環結構，如果未受檢，HIV的帶原者之曲線其實並不能反映真

實，如果異性戀者並無受檢意識。那麼就不難理解異性戀者為何在 2013年，發

展成 AIDS的比例事實上是高於男同志的，我們能夠理解的是這群人已經隱身了

八年，在病況急遽下滑的時刻才就醫發現，這些隱性帶原者可能才是防疫的缺

口，所以在角度切入的時候，單一圖表的呈現恐怕必須搭配愛滋病感染病毒量與

病程的變化圖表，共備歷程中提及的回應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議題可以拉到高中大學以後再談，國中應該不太適合。」 

（共備 Fse3）「你是要給國中生做的題目嗎? 太難了吧」（社群） 

 

    因此考量到國中生之理解程度，需再轉化教材。而教師應該在這波衝擊中揭

開疾病的污名所導致的恐慌，回歸到愛滋病的三個 90目標，讓 90%感染者知情，

90%可以進行治療，而 90%的服藥者控制住病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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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性家庭領養 

    同志部份目前訪談中擔心的小孩領養與楷模形塑的過程。然而情慾特質的建

立並非來自單一模範，楊佳蓁（2016）針對美國同性家庭的多篇論文進行探究，

部份研究（2010）甚至顯示同志家庭與異性家庭的孩子表現比較上，出現較少社

交問題與或攻擊行為，在性別遊戲或探索上更會出現突破傳統的框架，單一個案

有適應不良的反例，也有同志家庭適應良好的正面例子，學術論文也保守表示，

同性家庭的孩子在生活適應上和異性戀是一樣好。曾經看到使用不均等樣本比較

同性戀（只要曾出現同性伴侶、目前單親失婚皆列入）與異性戀（生活穩定之雙

親家庭）家庭，也發現家庭資源的影響必須列入考量，才能比較性別因素之影

響。而有兩次在同事聊天中出現的，「我不能接受兩個男生認養一個女孩」，其

實會有這樣的擔憂，討論後發現總共分成多個層次 

 

「一為擔心異性戀的人，二偽裝同性戀，三結婚，四還領養小孩，而且五他或他們

還有戀童癖，把這些層次釐清，可以發現恐懼來自對異性戀思維中心的害怕，所有

領養者都需要被監控戀童癖的部份，能夠一起抓出這種戀童癖者，其實比把這件事

丟給同志來的勇敢一點。」（Me1） 

 

三、聖經之詮釋 

    聚焦聖經文本上的反同志到底在何處，後來結果發現來自三處（Fc8），1 創世紀，

索多瑪城毀滅、2 新版利未記、和 3 罪罰 Leviticus 中的不合法性關係，具體檢視文本

之後三篇發現如下節錄。 

(一) “Where are the men who came to you tonight? Bring them out to us so that we can have sex 

with them.”
6 
Lot went outside to meet them and shut the door behind him 

7 
and said, “No, my 

friends. Don’t do this wicked thing. 
8 
Look, I have two daughters who have never slept with a 

man. Let me bring them out to you, and you can do what you like with them. But don’t do 

anything to these men, for they have com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my roof. 

(二) ”But Lot’s wife looked back, and she became a pillar of salt. 

(三) 22 
“Do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a man as one does with a woman;that is detestable. 

(四) 3 
“If a man has sexual relations with a man as one does with a woman, both of them have done 

what is detestable. They are to be put to death; their blood will be on their own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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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並非唯一權威，即使是基督徒對於聖經亦有多元之解讀與認識，主要的運作

來源來自後端的詮釋，而其中斜線為提及男性與男性發生性行為的部分，畫底線的部

份，反應了當時年代對於男性純潔的捍衛，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年代，男性之間的

同性情誼之偏好，事實上是社會中存在，甚至在美學中是盛行的，男體的凝視現象也

出現在目前尚存的許多大理石作品中，中國也有漢哀帝斷袖之癖，同性戀在當代其實

不被視為禁忌，直到以宗教為政治和權力的中心時代，以上帝為名的撻伐才開始，而

文本中的父親將女兒獻給施暴者，其中涵蓋了對施暴、強加要求等譴責，事實上不能

單純歸納於同性之愛，甚至在天使毀了索多瑪城後，父親也無奈與女兒有了性行為，

第二、三句則比較像是告誡，其中的 as翻譯可為「當」以及「如同」，翻為「如同」

顯見告誡男性對男性之性行為，但翻成「當」則代表了不能接受多重性關係之混亂，

雖無法進入當時聖經語言拉丁希臘語中進行考究，卻能感受聖經在建構上以家父長的

概念諄諄告誡後輩的戒律，聖經有其時代背景，故我們不能討論聖經中的女性，為何

消失了主體，第二性也確實直指其將女性置於次位考量的集體意識。單從以上可見聖

經對話的對象實為男性。在同志部份的性行為其實可回溯至聖經年代，而看見與遮掩

不見之間，則應回推至其後端所要針對的對象為何。 

 

四、人權角度切入 

    吳翠松（1997）將同志的報導分成三個時期，第一階段著重在病態犯罪期，第二

階段為愛滋關聯期，也就是被塑造為性濫交的形象，第三階段為人權爭取期，由有機

知識分子從外電與外國媒體的報導，引入不同的知識論域，在政治上對異性戀所本的

政治社會概念產生衝擊，在訪談中也同樣發現，雖然在性別議題上已經跳脫第一階段

的部份（如模仿遊戲中的圖靈），但在實務操作上，卻必須不停回到第二階段，在愛

滋與性濫交這個部分攻防，第三階段則傾向於更能強化議題的辯論性題材（如哈佛公

開的一堂課，正義的思辨之旅中對於同性婚姻的激辯），在不同階段的處理，可能還

是必須回到校園中實際出現的情況，但是就無任何預設的情況下，從人權的角度切入，

 



 54 

應該更具有說服力。 

    統合討論與文獻，性別的概念如同一道光束通過三菱鏡，折射出七道顏色代表不

同的概念，將議題討論溫度以彩虹色溫方式呈現。以紅色為討論熱區，藍紫色議題溫

度較低的冷區，表示課程在使用上，研究者所劃分的初階與進階程度，討論中議題之

溫度，討論度高可能代表歧異程度大，但也來自社會事件影響，討論度低不一定代表

無歧異存在，但研究者的脈絡中較無爭論的點。 

 

表 4-2-1 

議題討論溫度推估表 

 

肆、教材設計 

一、 愛滋病 

設計愛滋病之素養考題提供在社群中，也分享至此處。圖片來源是維基百科，搜

尋字為 AIDS。 

溫

度 
紅 橙 黃 綠 藍 靛 紫 

議

題 男同志情欲 
同性戀權益

與恐同意識 

性別認同與

跨性別議題 

性教育之

實施 

性別氣質解構 

刻板印象 

性侵害與

性騷擾 

物化與身體

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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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1  HIV 感染病毒與抗體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WIKI，

AIDS）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he blue line shows the way we use to test the number of our body soldiers if one has 

HIV. The red line shows how much HIV （virus） in the patient’s body. Clinical latency 

means that one with HIV may be invisible and it can last for eight years. That is why when 

one has HIV, he or she may not know that. If you doubt you have HIV, don’t donate 

your blood. You can go to take a test. It’s safe and only needs your spit（口水）.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test can be taken and no one will know your name. Have sex safel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IDS. 

Q1 When will one feel uncomfortable when having HIV? 3-9 weeks. 

Q2 When will one become a patient of AIDS when he or she infects HIV? About 8 years. 

Q3 If there is a way to prevent AIDS, what is it?  Have sex safely.      

 

二、課程建議 

    可以認識同志與知道有跨性別者存在，帶入換位思考的概念。保險套的概念必須

帶入課程，但性教育多同意侷限於健康教育課程中。也符應到第二維度的探討，在碩

博士論文分布中驟降的原因，考慮學生的現況與課堂秩序維持，較符合實務走向。 

    同性戀在多重伴侶的部分和關係短暫的部分，是訪談過程中兩度出現的話題，訪

談中有提到在婚姻平權之前，如果一段關係其實沒有任何認可與公開的機制，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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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也不能完全將這個部分歸咎於單一族群的原因，這個社會其實也沒有給予足夠的

支援去保護那些專一的同志族群，以至於在面對這樣多重性伴侶的污名時，甚至是關

係難以長久維持的情況，在理解的管道與身邊的支援趨向不認同的情況下，同志其實

只能選擇待在櫃子裡。 

    課程在共備過程中，多傾向於聚焦第一維度，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部分，在性別

氣質和性別角色突破這一塊，能夠在一般課程中提及並能深入討論，其實已經符合大

多數教師的期待，特定事件的呈現，必須要有足夠的議題處理能力才能觸及。而輔導

教師也提到分科後，所有概念都可以提及，聖經和布農族之文本在第二維度出現並非

因為必須放入課程中，而是在理解本校的教師脈絡後揀擇，原住民在本校有阿美族和

布農族的教師，而聖經是英語系學生的課程之一，在本科和本校中也有為數不少的信

仰者，亦為目前普及率高之宗教文本，討論的目的主要來自教師概念上可以有共同之

文本。 

 

伍、性別之外 

    討論中發現其實有許多的擔憂是附加在性別的外圍，可能常常與性別的概念

複合出現，但並未實際被考量進課程中，同樣可能回歸到刻板印象或是人際之間的

接受程度，因此探討社會規範（norms）時，人與人談話的底限，可能更直觀影響

性別被探討的深度，這裡分成兩個部分將討論 1 恐懼的成分 2 突破研究者本身視

角。 

一、 恐懼的成分 

其中恐懼的成分可以被切分成強弱美醜、買賣式與華人社會的婆媳連結、家

庭暴力、以及回歸到男性照護的刻板印象，最後是對於身體的侵犯。並據此進行

維度連結的課程反思。 

（一）強弱美醜 

    婚姻平權部分，從人權部分切入可能比從性別角度切入來得清楚而具體，也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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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談同志來的更容易接受，感受性的訪談，會比批判式的訪問，更能理解每個思考的

面向，也因此在不聚焦性別的訪談中，對於可憐的定義，也如性別議題般，包藏了各

式各樣的恐懼，試從訪談之中釐清這些恐懼的成分。以強弱或是美醜作為區分的意象，

其實緊緊跟隨著單純的性別概念，因為刻板印象中已經界定了強弱，也因此氣質也有

分成強的氣質與弱的氣質，而不符合性別刻板的氣質如果加上了弱的氣質，可能還有

溫暖與善解人意的強支持著，但如果再附加了醜的定義，就進入雙重弱勢。不過男性

的觀點在刻板要求下，還有負起責任的壓力，可從訪談中看見。 

 

「因為陽剛型的女生在班上是屬於美、帥氣的，可是娘娘腔的男生就感覺很，就是很

柔，然後就容易被恥笑嘛，恃強欺弱，還有原因其實是帥跟不帥，美跟不美。美的人

你不管是陽剛或者陰柔，都受歡迎。而柔的男孩，當然他就像姐妹一樣，女生不會欺

負他，女生就把他當姐妹，但是男生會很討厭他。」（Fc7） 

 

（二）買賣與華人家庭 

    另外一個層次則是買賣的婚姻，在跨國的脈絡下，東南亞地區的婚姻一再加上了

買賣的想像，自己曾有朋友因為要嫁給泰國的男生，發現審核的機制是存在的，但是

卻難以逆轉早期看待越南新娘的想法。也因為有「我家是聯合國」這本書，帶領我們

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看見一個多國婚姻家族中真實的樣貌，包含印尼與南非，也有越南

與客家，跟著郅忻（2013）看家族的歷史，甚至訝異於她看著檳榔產業的眼光，但訪

談發現其實恐懼也包含台灣本為華人式大家族的家庭氛圍，我們對跨國婚姻的角度同

時埋藏了本身對大家族的負荷聯想。 

 

「類似他們是因為買賣關係而回來的，東南亞或者大陸新娘，偏向買賣關係，而不是

因為戀愛關係。如果是戀愛關係就沒有任何問題，可是帶有買賣關係他們就會覺得你

是我們帶回來的，所以你必須要做任何事情，因為你在這裡就是下階層的人，你就是

定位不同。有點像嫁娶中聘金的概念，然後就被買斷了，你就必須要做什麼事，我就

覺得那很可憐。異國婚姻又沒有自己家人可以依靠。」（Fc7） 

 

（三）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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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婚姻則提到英國也是跨國的部分，也比較深入的去討論為何越南的這一張圖

片會特別被拉出來，發現和老師的經驗也相關，其中也加上了家庭暴力等等的概念。 

 

「爸爸是台灣人，媽媽是英國人的小孩，雖然離婚了，但是兩個小孩現在都還不錯。

而越南外配的孩子是家暴目睹個案，處理到後來發現其實孩子也有被家暴。小時候爸

爸有把他壓到水桶裡想把他壓死。帶他去遊樂區把他丟在遊樂區，爸爸跑掉。大人不

適應我會覺得至少他有能力走掉。但可憐的是那麼小的小孩，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家，

所以如果不是健全的家庭，就是很可憐。大人他可以沒有錢，他可以忍耐一下稍微的

窮困，可以脫離這個環境，但是小孩是沒有辦法脫離這個環境的。」（Fp10） 

「我是越南人嫁來台灣的話，台灣其實這種原生家庭其實關係很緊密，我嫁進來可能

就住在大家庭裡面，但是如果英國一般就是小家庭。不過我會覺得這種主因還是在這

樣的跨國他們真的會結婚，其實大部份的原因也是因為，可能比較難聽一點，是一些

到年紀很大還沒有結婚的媽寶，可能媽媽看不下去，叫他去買一個回來，所以其實他

婚姻的起點就是媽寶。」（Fp10） 

 

    在討論跨國婚姻時，有加入婚姻平權中，對於子女收養的部分，雖非研究主軸，

但是因為也有放在課程中，所以也將討論一併放進來。 

（四）男性照護者迷思 

 

「如果其他科講到化合物的時候，要講陰離子、陽離子，可是因為現在已經在吵多元

成家，它就被拆開，就是就算你多元成家，化合物的成分還是不可能陽離子加陽離子。

那如果結婚是為了要有小孩，我覺得對那個小孩不公平，可是如果說我們只是要成家，

不是要有小孩，那我就會覺得那你就不用成家了，你本來決定這一條路，就是不會有

後代嘛，那有什麼好成家的。」（Fp10） 

 

    部份涉及同性戀之選擇權，後方再論，但婚姻制度的確可能是依循小孩保護的脈

絡而形成了規章。不過因為並無阻止異性戀成家需以小孩為前提，因此脈絡上不應差

別對待同性戀者。 

 

「但如果我今天得了什麼病，我沒有辦法生小孩，可是我老公還是願意娶我，我會覺

得很幸運，至於死亡時繼承權和財產權中，異性戀婚姻碰到這個問題，也不是一方決

定說怎樣就怎樣，只要有爸媽在，還是要經過爸媽的部分，那收養小孩，像育幼院你

會覺得一個老師照顧這麼多的，可是像我們小孩現在送去學校，也是一個老師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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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麼多個，不見得照顧得比我差。男同志和女同志領養小孩我會從單親家庭來講，

像有遇過那種雙胞胎爸爸媽媽分居的，然後雙胞胎一個跟媽媽，一個跟爸爸，兩個個

性就完全不一樣，媽媽就是什麼都盯得很緊，然後姐姐就是斤斤計較，然後功課很好。

但是妹妹就是什麼都大剌剌，沒什麼關係，可功課就很爛。男性的照顧方式跟女性的

照顧方式，我覺得不太一樣。如果我今天真的要走了，真的必須要把小孩託付出去，

我覺得我自己的小孩給同性家庭，我沒辦法。如果育幼院的老師是同性戀，至少他只

是工作上。就像他的老師是同性戀，我也覺得無所謂。」（Fp10） 

 

「看起來有點像變態，因為一個有點胡渣的男人，又拿了一個奶瓶，第一眼會認為就

是就很怪，但是第一眼，可是因為我講完之後，我會想不對，其實有可能是一個爸爸

要餵小孩，可是第一眼看起來覺得是一個怪人。感覺有點太累，有鬍子，不修邊幅，

所以拿奶瓶本來是覺得很溫馨，但是其實再想一下就覺得背後是不是家庭有什麼事情。

如果他是整潔一點，會覺得他是一個好爸爸，但是他又有鬍子，就會覺得他是不是遭

遇了什麼困難。不管是爸爸還是媽媽，一個人照顧小孩就很辛苦，也是跳脫他性別，

跳脫我的性別。」（Fp10，Mm11） 

 

    因為與後來學生部份相同提及變態的概念，因此男性需要處理的鬍渣，雖為身體

自然毛髮，但如同女性之腋毛，有著文化的規訓。 

（五）身體之侵犯 

    對於原住民，很特別的是提到文面文化，也就是以文面為榮耀，如果男生和女生

沒有文面，死後祖靈將認不出你，也無法走上彩虹橋，因此在耆老的年代是一種美麗

與勇敢的象徵，不過這是狩獵時代的脈絡，也尚有認出己族的意涵，漢族文化下，對

於侵犯身體這樣的部分難以接受， 

 

「紋面刺青的部份，可能他在小時候其實不想，但是因為身為泰雅族的關係，男女生

都要強忍痛苦刺那個代表他的身份的東西。」（Mm11） 

 

    因此屬於被迫觸碰到身體，刺青和紋面符應到的是第三維度中對於整形、侵入身

體式的醫療手段皆無法接受，也同樣可以在前導研究中的月亮杯討論中看到相似的看

法，台灣在法律面原將棉條、月亮杯視為侵入式醫療用品，因此台灣買不到也只有單

一品牌，在凡妮莎等人和社群力量從棉條一路推廣下，才出現法令鬆綁與台灣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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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反思 

    第一維度性別氣質跨域包含強弱、美醜；跨國女性主義在台灣尚有包含買賣關係、

華人社會家族壓力、異國婚姻失去娘家支援、女性從屬地位。第二維度之衛生用品與

第三維度之身體重塑則同樣涉及侵入身體之恐懼，第二維度之男女體皆同樣存在乾淨

的意涵，而連結到經濟條件的部分仍回歸到第一維度家務分工。子女收養回到對男性

照護的不信任，因此也回歸第一維度家務分工。弱勢族群包括有年齡（年長與年幼）、

生活水準（不優渥）、疾病（感覺生病）以及個性（邋遢、頹廢、無法獨當一面）等

可以擴及性別以外的概念出現，以及家庭暴力的連結，最後是社會對於單身男女性成

婚的期待。而其中很一致的是對有鬍渣並且拿著奶瓶笑的男生感到不自在，其中有男

性的鬍渣加上拿奶瓶這兩件事情，因此也如同女性生理期，同樣是討論身體的乾淨意

象，而身體意象來自第三維度，也連結到刺青這一環的恐懼，可以想見侵犯身體的恐

懼可以從棉條、月亮杯、紋面、肢體暴力一路延伸到整形，貫穿恐懼之核心。而同樣

回推婚姻平權的脈絡其實難以避開第一維度男女性別角色與家務分工的刻板期待，因

此在照護上傾向男性有鬍子並拿奶瓶是不得已的聯想。 

三、突破視角 

    過程中有一段是突破研究者視角的討論，來自目前對於沉迷電動的想法，研究者

的脈絡可能看得見或是注意到的大多為男性沉迷打電動的學生，以及因為動漫而無心

學習的男學生，但是在男性訪談者中，卻發現並非如此，刻板印象的打破，增能賦權

的部份，也同時需要看見的是 falling boys, 在女性充權的脈絡下，男孩可能有逐

漸被忽視的部分。 

 

「女生比男生更迷動漫，就在那裡畫畫，比例上大概女比男有四比一，沒有被你發現

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女生的是隱性，她會來上學。」（Mm11） 

「關於刻板印象，其實在我現在教的那個班，女生比較強勢，然後男生比較弱。就覺

得現代的男生越來越弱，好像以前國高中的時候男生沒那麼弱。個性上還有主導性上，

可能班級主導，因為女生好像比較會拉向心力，而且女生講話比較快，可能講完了男

生還在想啊，所以就來不及決定，在我教的那個班很明顯，去年和今年班長都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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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平均也是女生稍強，還有可能在我們學校還蠻特別的是，看到很多下課女生，就

是男生可能會在草地那邊對打，女生就在旁邊練接球這樣子玩，看起來是比較特別，

我在其它學校是沒有看過女生會在那邊玩排球。」（Mm11） 

 

    而女性健身和突破職業框架是我很熟悉的概念，但在訪談中也突然發現自己的看

法和想法其實和別人也有許多差異，以健身阿嬤為例，本來覺得這樣的年紀還能健身

有硬朗的身體很幸運，但是其中一個老師也提到， 

 

「健身的阿媽，他為什麼肌肉要那麼多？就覺得他可以做一些，阿媽做的事情，為什

麼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然後練得這麼重，感覺會沒有老阿媽和藹可親的樣子，感覺

很兇。」（Fp10） 

 

    對於各個圖片的裝扮也有主流與非主流，乾淨整潔與不修邊幅，以及龐克的感覺

比較非主流。 

「如果馬尾在下面就覺得還好，有些人不會剃這麼過，然後會在上面畫一個圖騰，一

兩個禮拜就過了，我覺得那也都其實還蠻帥的。可是他又多一個馬尾，這樣就覺得很

奇怪。」（Fp10） 

 

    最後是比較兩性的觀點部分，以及符應上方討論中關於成為同性戀的部分，放入

同志者的觀點比較。 

（一）男性思考觀點： 

    在討論到高雄性平教師因為課堂中使用假陽具的部份所討論到的看法， 

「我覺得陽具這個東西，它是一個很天生自然的東西，為什麼要把它視為一個很不能

見人的。」（Me1） 

（二）女性思考觀點： 

    在來經時直接讓經血流出參加馬拉松（Gandhi,K.,2015），想打破許多國家的女

性因經期而受限，必須把每月一次的生理需求小心隱藏的概念（period-shaming），

以女性經血與經期汙名為訴求也起因於即使是在美國，許多貧窮線以下女性，衛生用

品其實無法取得，而台灣也有跟隨國外有類似解放乳頭的運動等。 

 （三）同志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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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同志領養小孩或生養小孩的部份，以及同志是否可能是種選擇，與上述對應

的是之前曾經聊到生育，又是男性的身分，傳宗接代的概念是否有壓力，同志的想法

是如何? 

   「這個社會上真的還蠻多小孩，而且也不一定受到很好的照顧，我覺得我不需要

在糧食危機跟戰亂的年代把小孩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對於我而言，我不會因為我今天

受了情傷什麼，我就轉而去喜歡女生，我就是只會喜歡男生，我沒有辦法，無論怎麼

樣都沒有辦法，所以我覺得我是不可能的，怎麼樣都絕對不可能的，就像把一個異性

戀者轉為同性戀那樣的不可能。」（Me1） 

 

    受訪者認為性傾向無法選擇，大多數人都同意異性戀並非選擇而來，是天生的傾

向，但是同性戀若也同樣天生自然，卻無法在許多論述上與異性戀並起同坐。 

 

（四）課程之反思 

    Naila Kabeer（2015）提出女性主義的發展史在當前的性別、貧窮以及國際發展

上的不均情勢上的貢獻，從微觀到巨觀的視野看見阻礙發現這三者的混亂歷程，也同

樣呼應到達努巴克所提的例子，從貧窮和女性，身體和權力和文化觀點所疊乘的多重

不利，形塑了目前的社會樣貌，也再製了階級流不動的框架，但覺醒需要凝視，突破

本身性別盲點則需要對話。而女性充權的概念在第三千禧年來臨前指標性的指向教育、

就業以及政治的參與（N. Kabeer,2010）。  因為性別的弱勢經常混雜著多重不利現

象，因此難以單一歸咎為一個因子的歧視或他者，但這些包含著單親、跨國婚姻、家

庭暴力、或是貧窮和年老等因子等，會附加與伴隨著性別的刻板樣貌連結成難以分割

的想像，形成過度類化的概念，因而複製歧視或他者化的可能性，正如何春蕤所提及

的性恐慌常被特定目的所引用，用以達成性別以外的其他目的，如果可以有更多公平

的看見，如跨國婚姻有一個節目，名為「我在台灣，你好嗎?」，深入一段段跨國婚姻

中去看見每個家庭真實的故事，某種程度的揭露與造訪異國婚姻所來自的家鄉地，對

於台灣觀點的本位主義，就能有一點點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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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設計 

    根據研究之問題三：「甚麼樣的題材可以應用於教學設計? 如何顧及深度討論與

教學進度需求?」研究者以兩階段教師共備，研發適合大班級的課程。 

一、課程設計教師共備 

第一階段請了兩組教師試玩，一次四人，分別為生物老師，國文老師，歷史老師

和英文老師自己，以抽房屋卡方式依序翻桌面上 4*3的人物卡，集滿者下一輪抽一張

生活卡要講故事，因為只有一節空堂，講完規則和等待抽卡的過程，發現一整節課約

只夠四個人各講一次故事，還會拖到一點下課時間，且因為是講卡片中的故事，所以

講者有一種隔離感，像是在說別人家的故事，所以會有，「我這個家好亂喔，都是男

生同居吧，然後他還跟其他兩個人住」（Fb6）等說法，桌遊抽牌中，其實不太有時間

能有課程，且對於角色的描述較不具體。討論中認為應該不去侷限每個圖應該是男或

女，國旗部份加上族群一次講完，其實抽到卡片了還是沒法記得，所以乾脆都讓孩子

自由發揮。國家和種族有孩子發問與關注再聚焦，一次處理一個點，而研究者覺得每

個孩子在意或者想提的點皆不相同，可以讓孩子自由發揮，但是就算分組也可能會局

限了看到的卡片量，因此思考著有沒有辦法可以突破一次看到的卡片量，一次就讓孩

子看到自己想要的卡片。而下次必須要要求使用第一人稱來發展故事，並要求一定要

選一個人來當自己，跨文化性別國籍與膚色的想像皆可。第二次試玩請了輔導室的教

師，包含兩個輔導老師、一個特教國文老師、和自己，這次使用兩個小時，一小時玩

另外一小時則為討論課程和議題。 

  第二次共備，仍然覺得這樣的玩法用在整班需要解決所有圖卡使用上不足的部

分，比較適合在小團體一次有兩節課，且人數大概只有六到八人的情況，且時間上必

須要兩節課才可能做到討論，輪流上陣的方式學生要聽也要說，蒐集到的故事偏少，

也未必能夠顧及所有孩子，所以我想仍須使用學習單來輔助說故事的方式，而且說故

事有學習單輔助，英文科中才可能聚焦到不同的文法重點中，類似課本用一個文本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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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整本課本的角色的概念，桌遊中最刺激的計分牌卡的部份須憑運氣，但耗時長，如

果單純用在故事精采度上計分，而非等待抽到自己的牌卡，時間可以比較精簡，但是

還是至少需要兩節課，孩子才有足夠時間創發故事與深入卡片人物中，設想為可以分

開不連堂之課程。因為自己在這個學年有輔導課，每周一節，因此將以自己的班級為

對象試做兩堂課程。 

二、桌遊玩法改變 

    桌遊玩法之設計原始為四到八人一組，桌面需同時可置放至少四張家庭卡，以及

4*3之翻面人物卡，由運氣與記憶力翻人物卡方式，將自己家庭卡上圖卡集滿，集滿

者講一個故事，獲得家庭卡上之分數，因此家庭成員多者集滿比較慢，但獲分較高，

以一堂課來看，故事深入比較難，但按照圖卡說話很快，圖卡就是引導句，原設計者

也有設計九大金句引導（扮家家遊，多元家庭逗陣行）。 

    原桌遊設計提供了國籍、性別、種族以及多元家庭樣貌的排卡組合，包含單親、

隔代及婚姻平權後的同志家庭，可以開放學生對家庭的理解，進而達到尊重少數的目

的。因訪談試玩第一和第二次後，認為第一人稱和以他人角度會有不同，用換位思考

的角度切入，可以自己出現差異，所以想比較他者的想法和第一人稱視角的差異，設

計了以下的課程。 

（一）第一堂課 

    將扮家家遊之圖片展示於電腦上，讓學生一次看到所有人物卡片，有問題可以提

出，但除了圖卡的國籍、原住民族之問題外，教師不限定卡片之男女，由學生自由發

揮，題目為 

1、設定一個你最不想成為的人，須述明原因， 

2、你覺得最可憐的人，可以設定三個人，由一列到三，同樣須述明原因。 

需要清楚說明你選擇的人物牌卡，可以包含國籍、種族、性別、年齡、職業。 

（二）第二堂課 

    第二節課，請孩子回想上一節課印象深刻的卡片，以小組為單位，每小組抽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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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卡，可以自由選擇自己需要的卡片放入，必須選擇一個人作為自己，以突破自己

國家身分的框架者可以獲得高分，如選擇大人，選擇非自己性別的人，選擇非自己種

族的人，或是選擇非自己國家的人等，必須要以第一人稱說出自己的家庭故事，我是

哪張卡片，我來自哪個國家，我是甚麼膚色，以及我最愛和家人，雖然別人覺得…，

但是…。 寫出自己的家庭故事，如果故事精采，未使用老師限定的引導語也可以獲

高分。每個人皆可為小組增加統計分數。 

（三）第三堂課 

    教師將第一堂課和第二堂課中同樣卡片的故事組合分享至全班，讓孩子感受他者

與第一人稱的故事之不同。從孩子的故事中，也可以發現孩子或多或少加入了自己家

庭的一些腳本，對於任教班學生可以有課程之外不同的切入點了解。 

（四）將學生學習單成果整理分享於公布欄。 

 

    遊戲玩法之改變以下方圖 4-3-1表示，原本侷限 4-8位學生，只能說自己抽到的

人物卡故事，改成可以 30 位學生分組，可以自由選擇所有圖卡，而家庭卡可以學習

單替代。遊戲之玩法變化示意圖如下頁。 

 

  

 



 66 

每人一張家庭卡，遊戲 4-8 人轉成 

小組一張家庭卡，遊戲分組 30 人            生活卡       人物卡補充 

 

 

 

 

 

 

 

 

 

 

 

 

 

 

 

 

 

 

 

 

 

 

 

圖 4-3-1 遊戲改變示意圖 

人   電 

 物  腦 

    卡  

                     

人   背 

 物  面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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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試行反思： 

    一開始課程進行中，一個孩子很快就切入拿奶瓶的男人是變態，也不停說他一定

不要當變態，但化為文字時，卻轉成覺得他沒辦法去度假很可憐，因此在文字和語言

說明間，文字還有一層理性思考的空間，其實可以讓孩子對自己表達的東西更謹慎，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不論小組討論或是個人發表，都會侷限在某些表達能力較佳的孩子

觀點上，使用學習單則能讓每一個人都有相等的發表權利，是課堂中可以比較快速得

到每個人想法的方式。第二節課不給人物卡片，可以讓孩子被迫選擇自己印象最深的

圖卡，這些圖卡一定有一部分的點讓孩子印象深刻，從中寫出自己的故事也會更富有

想像力，因此第二堂課設計是沒有呈現卡片的，但是還是讓五六位同學在課堂一開始

自由回想並加分的方式，為全班勾起一些回憶，畢竟已隔一週，有些孩子真的上完就

忘記了。 

    兩堂課整理下來，出乎意料的是在第一堂課的進行中雖然有一些歧視言語，但是

在學習單中，孩子對各個職業理解的表達其實蠻符合現實的，比如醫生和警察等，也

不侷限在性別中，可以直接跳脫女警和女醫師，對職業進行思考，但第二堂課中，有

男孩想像自己是女警，並感受刻板印象的壓迫，有許多人轉換思考去寫拿奶瓶的男人

和練身體的阿嬤，因為鼓勵孩子能夠突破框架和侷限者可以獲得最高分，因此孩子除

了選擇最安全的角色外，也嘗試各種不同的角色年齡，展現換位思考的包容力。兩相

比較後呈現，幾乎不需要太多引導，孩子就能自己發現以他者的角度去看待別人時，

所攜帶的偏見和眼光，在以第一人稱的表述中，這些偏見和歧視都變得不真實，這些

故事已不像故事，像是孩子在自我揭露一些生活細節。而拿娃娃的男孩只有他者沒有

自己的角度，同樣 rock 女（娘娘腔男）也是沒有人選用，與訪談中表示看來沒精神

的關係應該相同，可以選用《Oliver Button is a sissy》進入課程。 

    輔導課程轉換成英語課程的學習單與教學流程，置於附件四中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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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生回饋分析 

依據研究問題四「教材試行所遇到的困難與挑戰有哪些?學生學習的經驗有那些作

為修訂教材之參考? 」將學生之回饋資料整理如下，原始稿則列於附件五。 

壹、班級背景介紹： 

    因為班級中有單親家庭五位、七位新住民家庭，另有一位隔代教養，需要申請特

殊補助之學生有六位，總結以上之家庭比例，佔 13/29，班級經營中曾經出現歧視性

種族之言語，也曾有任教班因單親或家暴事件引發衝突，因此在單親家庭想像與新住

民的多元文化上，本來已是課程考量的因素，推測可以有更多創發思考，因此設計班

級在園遊會與日本志工入班時，可以增加孩子們帶來越南特色美食品嘗，但理解和尊

重的部分，孩子需要更多換位思考的引導。 

 

壹、 課程結果整理 

因應教學可以轉化為英文課程，將學生課程試行回饋之詞彙，以 1 名詞、2 動詞

與 3形容詞副詞等修飾語作概念分析，上下比較同一張圖片在第三人稱的視角與第一

人稱的視角差異。學生可以從中練習人稱之變化與句構。第三人稱以新細明體表示（他

者的觀點），第一人稱以標楷斜體表示（神入的觀點）。表格圖片為仿繪，扮家家遊圖

片詳見附件五。 

表 4-4-1 

扮家家遊訪繪圖卡對照分析表 

性別 圖卡 名詞 動詞   形容詞/副詞修飾 

男 

性 

鬍渣 

自閉 

一家之主 

拿奶瓶 

生了啥病 

一肩扛起家中生計 

很可悲 

年紀這麼大 

太無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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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圖卡 名詞 動詞   形容詞/副詞修飾 

 

瘋子 

流浪漢 

人群恐懼症 

黑眼圈 

上班 餵奶 

照顧小孩 

被雙親捨棄 

只能跟小孩玩 

做牛做馬 

表情看起來怪怪的 

像頭腦有問題 

顧家的 

很有肩膀 

很照顧家人 

個性很孤僻 

噁心 

家庭主夫 

拿奶瓶的保母 

 

負責下廚 

照顧兩個小孩 

洗衣服做飯 

和柴犬玩飛盤 

好吃 

算 ok 

很孤單沒小孩 

男 

性 

 

黑人 管族中大事 

發生戰爭 

為族人做事 

思考下一任族長 

腦袋要爆了 

被取綽號 

被語言霸凌與傷害 

膚色比較黑 

（達悟）族元

首 

排灣族族長 

  

男 

性 

 

天才 剛出生 

受到全族的愛戴 

窮 

成功 

男 

性 

 

男生 

英國和台灣的

混血兒 

最愛自己打扮 

化妝 

跳女團舞 

打破刻板印象 

朝著目標發展成偉人 

沒有很奇怪 

像台灣的嘻小呱 

（女團舞蹈界中很厲

害的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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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圖卡 名詞 動詞   形容詞/副詞修飾 

男 

性 

 

綽號 被同學笑 

被看不起 

很難交到知心朋友 

受到同年齡小朋友恥笑 

心靈受損 

有陰影 

對未來會害怕不感興趣 

對他性別歧視 

奇怪的 

男 

性 

 

老阿公 照顧家人 

包飯糰 

維護生計 

不能養老 

政府也不把此人當作一回

事 

那麼老 

孤單感 

不公平的 

男 

性 

 

台馬的混血

兒，家裡有一

個大馬籍的爸

爸，和台灣的

媽媽 

討厭上學 

對自己國籍引以為傲 

會很多語言而感到驕傲 

閱讀，廣泛吸收知識 

很開心 

在台灣也很適應 

感到驕傲 

女 

性 

 

木匠 

木工 

讓男生覺得是做木匠 

男生會比較不想接近 

以前沒讀書 

賺的錢可能很少 

收入不太穩定 

作品不會被採購 

經濟困難 

很辛苦 

很操勞 

如果作品不夠細緻 

如果手藝不夠精巧 

女 

性 

 

警察 

人民的保母 

管制交通 

被攻擊 

捕通緝犯 

生命被犯人一槍結束 

遇到喝酒醉的人 

半夜被叫去執勤 

抓犯人然後去世 

非常危險 

很衰 

真的很累 

很辛苦 

偉大 

很帥 

很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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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圖卡 名詞 動詞   形容詞/副詞修飾 

交警 

伸張正義警察 

巾幗不讓鬚眉 

不准我上警察大學 

想辦法讓父母認同我 

警察是只屬於男性專屬是

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 

喜歡幫助別人 

難排到假 

幫助社會 

 

女 

性 

 

 幫別人開刀 

看到體內各個正在運作的

器官 

進出病毒多的地方 

大夜班 

身體不好 

 

台籍白膚的女

醫生 

孤兒 

互相照顧 

努力學習 

去醫院上班 

很晚回家 

讓我們讀書 

吃了爸爸辛苦做的菜 

喜歡賞花很怪 

不辭辛勞 

笑咪咪地跟我們說話 

女 

性 

 

綁那個布很像

壞人（看錯） 

太壯了有點可怕 

嚇到人 

早上出去運動 

孫子沒做就自己做家事 

做粗工 

小時候被欺負想練身體 

很辛苦 

年紀大了 

家境困苦 

肌肉阿嬤 搬東西時抬不動，總會請

她來幫忙 

去健身房練她的肌肉 

運運動 

和孫子一起在家做運動 

可能被覺得我虐待小孩 

超壯 

很開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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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圖卡 名詞 動詞   形容詞/副詞修飾 

女 

性 

 

別人覺得是

「狐狸精」 

受到許多人批評 

老一輩的重男輕女 

家長非常寵愛他 

養成公主病 

被同學或同事排擠 

剪了短頭髮 

沒甚麼女生朋友 

不知節制 

不獨立 

長髮比較好 

女生拿汽車和

機器人 

男生玩的東西女生也可以

玩 

別人覺得比較男性化 

女 

性 

 

越南和台灣的

混血小女孩 

被排擠 膚色跟我們差了一

點，但是我們一樣都

是人 

越南愛堆積木

的小女孩 

我爸爸是越南

人，媽媽是台

灣人，姐姐和

我一樣是混血

兒 

玩角色互換的遊戲 

自己在別人的扮演下能更

了解自己 

一個人玩 

希望能多看到爸爸 

很感謝爸媽給我資源學習 

大家愛欺負我 

全家喜歡一起出去玩，喜

歡走到哪拍到哪 

留著我們的回憶 

我家很民主 

很孤單 

中 

性 

 

刻板印象 男生可能比較喜歡比自己

弱小的女生 

刻板印象可能會讓他喘不

過氣，父母也不會接受 

，  

中 

性 

 

女孩 

（娘娘腔男

孩） 

比 rocker 手勢 

（無法獨當一面） 

很邊緣 

（沒有精神、頹廢） 

（括弧為教師共備論

點）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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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圖卡 名詞 動詞   形容詞/副詞修飾 

中 

性 

 

美國人金髮女 孩子準備行李陪我回娘家 

老公四處買高科技材料，

無法陪我們 

鄰居覺得我們離婚 

老公太忙 

 

貳、 課程反思 

    本研究之教學設計仍以輔導課作為課程施行，英語課程中仍以議題和素材為主，

能夠使用之時間為第八節課或是課程中剛好有觸及時使用，如康版第三冊習作之習題

中有一篇閱讀測驗為愛滋病，和康版中媽媽為警察這個部分可以提及，其中亦包含

Are you “man” enough to be a nurse? 談到曾經只有品格最純潔的男性足以擔任此工作，

（對比現代劇情，一個女孩要遠嫁德國男護士了，親戚全都擔心的告訴她德國男護士

很多同志的聯想） ，融入英語科皆以段考出考題或是教到相關字才能進入課程，其

討論的深度和完整度不若輔導科時間來得深與足夠，但內容上程度高之學生會覺得知

識性的傳遞比自己創發來的有用，程度低之學生則在課堂參與上，在輔導課有比較多

的互動，唯此研究只有使用一個班級作為課程試作對象，無法推估為班級因素抑或課

程設計之因素，而即使是輔導課，在三堂課的思考中，需要學生大量投入和參與，教

師可增加分數和小組競賽提高學生參與動機，因為桌遊的遊戲部分已經被刪除，國中

生以寫出來的故事做為獲分管道，不免對於原本作文能力較差之學生表現有所削弱，

應注意給予這些學生適當的引導句。英文版本的課程則建議一定要有引導句，試作如

附件。佐以提供曾經學到的單字讓學生做選擇，以小組方式激發故事，分組方式可以

突破異質分組，以同質分組佐以差異化不同程度之學習單，提高大多數學生的參與度。 

    將學生回饋詞劃分為名詞、動詞與修飾詞後，針對學生的回應中可以再引導思考

之處，對應至英語的文法教學課程中，如以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的句型練習，可以應

用在七年級學習人稱代名詞使用，搭配形容詞描述語，則可進階至比較級與最高級中

大量融入，另外討論身體意象的部分，結合電腦修圖軟體的課程，在文法課程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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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第三與第一人稱，加上所有格用法替換，讓家庭成員學生想像的人員更多。八

年級則加入動詞的用法，九年級可以出現在關係代名詞等形容詞子句的舉例中。 

 

參、 挖掘應用於課程之素材 

三維度之使用不需導入以光譜為總結，開放式的認識理解與尊重，以引發思考

與討論為課程目的。在討論性別刻版的過程，其實並非全無理性，文獻中也可以看見

跨時代的研究主題皆為男女有別，我們關注的是性別在刻板過程中，可能因為刻板印

象的固著，而形成了典章制度，而教育中要思考與關切的是制度與刻板印象，反向壓

迫到性別少數的權益，迫使其處境更加艱難這一部分。因此看見與理解，甚至換位思

考，是課程的主軸，但不應導入是非題中，讓孩子面臨選邊站的窘境。接納自己與理

解多元，才是課程設計的主要目的，所有議題應該有完整的思考與發表空間。 

2017 年 1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中，提及性別可以細分至 50 多種，男女孩因為性

別期待，仍有許多國家的女性受到刻板限制，也有男孩因為不去性騷擾女孩，而被排

除在男孩團體之外，北歐國家的性別意識趨向平等，也因此性別差距最小，而世界各

國都在朝縮短差距中努力，以求邁向更多元尊重的立足點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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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進行中所觸及之素材，整理如下表，畫底線為研究討論中，選擇可

以放入國中階段之題材。未畫底線者為適合教師增能使用。 

表 4-4-2 

素材挖掘架構表 

以三維架構 

為光譜之核心 

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之權力） 

性與慾 性別認同 

可使用 

之實例分項 

1陰柔男孩（葉永鋕） 

Oliver Button is a 

sissy 

2中性女孩 

（戴資穎、陳菀婷） 

1棉條、月亮杯 

2保險套 
跨性別者 

1比利提普頓

（Billy Tipton）4

爵士樂手 

2艾弗麗·傑克森 

2017.1國家地理雜

誌-性別 

3電影 

丹麥女孩（輔） 

男孩別哭（限） 

本研究使用素材 1性別家務分工 

（產假與育嬰假） 

紅公雞 

男女有責（家庭主夫）5 

尋水之心 

2性別科系選擇 

吳季剛 

關鍵少數（普）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普） 

3哲學家   

漢娜鄂蘭 VS傅柯 

4跨國女性主義 

我家是聯合國（張郅忻） 

5女性主義 

電影：時時刻刻（保） 

       

1 AIDS 

4看見同志 

藍色大門（普）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輔） 

5蔡依林 

不一樣又怎樣（MV） 

哈佛的一堂公開課 

 

6慰安婦 

1整形議題 

2 泰國、韓國、台灣 

3 媒體廣告再現 

  身體意象 

  修圖軟體 

廣為運用之題材 女性充權 Kathrine Switzer ran the Boston Marathon in 1967  

 

                                                        
4 Billy Tipton 一生 19 到 74 歲，雖皆以束胸和假陽具扮成男生，與五個女人結婚，領養三個男孩，但

她是生理正常之女性，並非陰陽人。（林麗珊，2014) 

5 https://www.facebook.com/udnshopping/videos/1500041110054421/ 家務男主夫，英語歌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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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後續與建議 

第一節  性與慾面向 

    因為研究中提及身體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在性與慾的面向上，相對難以融入一

般課程中，因此改變了研究者原本對於性/慾面向，認為是來自對裸露感到不安的因

子，進一步思考暴力在性別中所扮演的重要恐懼元素，發現學者在強暴迷思以及更進

一步家庭暴力與懷孕學生都提出了相當強而有力的觀點，可以連結至刻板印象。 

一、性別刻板印象與強暴迷思 

    在 Zoë D. Peterson.和 Charlene L. Muehlenhard （2004）關於強暴迷思的研究中，

2016 名女性大學生研究對象中，有 13%名在受試量表中符合到遭強暴（Koss's 量表

上的標準），卻只有這 13%中的 43%認定自己為強暴之受害者，強暴迷思事實上正以

性別刻板印象的方式，在保守的性別態度下加強其循環，其中關於羞於啟齒、處女情

節與家醜不可外揚等貞節的概念，皆是華人文化中，影響到性侵害倖存復原的元素

（Luo1998, Lau1999，轉引自方嘉珩，2008），在羞於提性的氛圍下，間接助長了暴

力可能擴及範圍的，還有慰安婦的議題，性是一件雙向的事，在紀錄片《蘆葦之歌》

中泣訴的那句「我雖然醜，番薯葉也有嫩葉時」，直接提示了暴力並非戰敗後就結束，

她們並不求賠償，只要道歉，但不只是日軍暴行，回到家鄉，他們面對的還有要求貞

節的台灣社會和親戚，事實上她們其實也沒有放過自己，「我氣得還有年少無知的自

己」以及「我以為我應徵的是洗衣服，看護助手。」在紀錄片中可以看到的是她們對

年少的自己釋懷的歷程，也提醒研究者，去思考這個社會對於乾淨這件事的尺度。同

樣的暴力更可以理解在特教生中，性侵害的調查之困難，以及可以發現有原已是毀損

物品的概念，而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也同樣可能觸及毀損物品的概念，因而選擇掩

飾。 

    據此性要如何提才能同時包含男女性之認知需求，其影響層面直指校園中性侵害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836pY/search?q=auc=%22%E6%96%B9%E5%98%89%E7%8F%A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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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調查小組，與懷孕學生等受到刻板與強暴迷思影響，在運作中可能遭受之不

公平，也就是以事件發生後之敏感度為主，部分學者的探究同時關切到未受重視的婚

姻中的強暴現象，以及現今大學中日漸普遍的性行為，如「你留下了男孩，而驅逐了

懷孕的女孩，這並不公平（Luo，2017）。」 

二、校園實務建議 

課程與教學中，在學科中融入第二維度的性與慾的面向或許並不容易，然而在校

園之性別平等小組以及發生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調查中，卻直接考驗著教師對於性這

個維度的保守疆界與處理學生議題的敏感度，學生對於刻板印象的理解來自職業的框

架突破與玩具的突破，回歸到性別氣質這一塊卻仍交雜著多面向的考量，包含男性凝

視觀點，社會的支持度，貧窮的聯想，以及美醜的標準等，更難以論及到第三維度的

跨性別與無性別等身體之意象，重構身體意象的部分交雜了社會脈絡下，突破二元思

考的接受度，但跨越身體性別的認同或裝扮這樣的思維，其實不也符應了追求身體性

別意象而來的微整形風潮以及害怕自然老化而追求凍齡的美魔女概念，亦可類等於化

妝等以美為前提的產業，美與帥兩個單詞所包含的概念即有了性別意涵。是以，教學

上除了必須謹慎選用題材之外，引導的部分可能需要容許學生更多發表，才能從中慢

慢導向青少年以身體面貌或偶像為中心的思維之外，更多性別觀點與理解身體樣貌的

多元展演可以忠於個人選擇，允許跨界，或許才能找到最適合的性別樣貌。 

而懷孕少女的權益維護，可以 17 歲少女 Gaby Rodriguez的社會實驗為例，在協

助女孩回到校園的部分，會是國中校園中同時觸及性與平權時重要的一環。 

而男性對於陰莖等生殖器與女性對於陰道陰蒂等生殖器官的自在程度，以及男性

談性與女性談性的切入角度，確有差距，也是教室中必須提及時，教師本身必須突破

自身的性別，去顧及不同性別的學生接收的程度或開玩笑的模式底限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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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差距報告 

    在性別相關研究中，出現大量性別差距的部分，研究中的碩博士論文分析，也同

樣可以看到許多男女有別的研究，雖然男女有別本來並非本研究主軸，但是感覺橫斷

式的研究結果對於男女有別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有差異，不同的學者看法也有歧異，因

此試圖整理部分的研究，想理解差距的時間軸，以求縱向看見性別差距的脈絡。 

一、台灣與國際性別差距 

    在研究過程中，接觸到的男性視角，有同樣致力於性別平等教育與同志題材的，

也有提及現在的男學生好像比女學生更弱的現象，顯示在不同的性別觀點下，對於

性別平等的情勢理解有差距，女性主義與婦運婦研交錯催生的脈絡，確實在權力與

專業的考量下性別研究有刻意與女性主義保持距離的現象，故針對第一維度，性別

刻板印象與角色分工這一部分，比較 J. Espinoza（2016）在解讀英格蘭的一份性別

差距報告書中來看，針對五歲以下無法達成如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等口語技巧，提

出男孩需要更多如歌謠繪畫等訓練以降低五歲男孩（未達標準））減去女孩（未達

標準）所呈現的性別差距，其中更提及，男孩正在落後的情況在英格蘭自 2006 年

即出現，訴求為打破刻板印象的教養觀來彌補。國內研究也提出，世界各國陸續發

現男生的學習成就在幼兒園至國小階段出現了「男孩危機」（劉瑞圓，2012 ）。 

    而高等教育部分在楊巧玲（2016）的教育與職業性別隔離中則發現，男理工與

女人文，就 103 年部分比例劇烈失衡現象仍存在（社會服務 15:85，工程 87:13），

以 87 年至 103 年之跨域（工程女與社會男）比例來看，工程女有下降後緩回升而

社會男則從 86 年起一路上升的趨勢，顯示突破框架與刻板印象之努力有實際的數

據支持，但也仍然離現實之平等有著一段距離，而其中教育等級愈高，男性比例愈

高的部分，男性在人文社會中 103 年的博班皆突破 50%，女性之工程與自然科學

則從學士到博班皆在 30%左右，大學中之助教講師一直到教授，更從講師超過 90%

的比例一路降至 30%，工程類科的女性教授則趨近於 5%，在不同的教育階段皆可

 

http://www.telegraph.co.uk/authors/javier-espin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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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性別之差距，中學生部分可以看見在 PISA 的性別差距報告上，只有芬蘭是唯一

在 33 個國家中，女孩可能超越男孩在科學上成為頂尖者，而 2009 到 2015 的 OECD

國家中，顯示男孩（尤其是高成就之男孩比例提升），而女孩的表現落後，尤其是

低成就之女孩增加。 

二、 轉換視角與課程建議 

 學術層級愈高，女性之科學參與者的比例愈低的現象，被稱之為管漏現象

（leaky pipeline phenomenon）。然而在 H. Etzkowitz 和 M. Ranga （2011）研究中，

則以魔術消失盒現象（Vanish Box phenomenon），積極的角度來理解消失的女性科

學家，事實上是在科學與商業動態影響下，女性選擇以實現其價值的實用性科學取

得更高的職涯發展與價值肯認。這樣的觀點似乎悲觀的管漏現象來得更具整體觀。

以前述的性別差距報告來看，可以發現性別差距在初等教育階段認為是男孩落後，

但到中等教育階段開始出現女孩落後，而高等教育階段則出現比例懸殊的科系選

擇，解釋方式有二，一為女性充權的性別平等概念，二為女性科學家不選擇以科學

研究為己任，轉而進入實務性科學領域。 

    事實上在少子化的台灣，不論男女孩在職能動作（如生活自理之精細動作）、

語言發展（有手足聊天發展語言）、飲食習慣（加工食品）、接觸塑化劑（屬於雌激

素，女孩可能提早第二性徵、男孩可能出現女性性徵）等，皆有著與以往不同的刺

激度，更需要家長更多陪伴與給予文化刺激，大肌肉訓練等前庭刺激，卻不如以往

快速找到一群同儕玩耍，這樣的表現可能可以推估至國小階段（以台師大之男女有

別論文為文本， 關於認知差距、電腦策略使用，皆集中在國中小），而男孩與女孩

在幼教的發展是以階段性而非連續性成長，如果忽略男女孩發展順序之上階段與

下一階段間的先後差異，可能橫斷式研究會出現落差；在國中至高中階段，則開始

在標準化測驗中呈現符合性別刻板之走勢，略去個別家庭資源，男女孩最終仍複製

科系選擇的差距，而這樣的差距在高等教育的職涯中，相形更劇烈。推估為女性進

入家庭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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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中仍須注意的是性別平等 equity 意涵，不在於給予男女孩相同的機會，而

是以協助弱勢的角度更積極給予孩子逆轉社會現狀的視野。因此差距可以視為起

始點的測量，給予弱勢孩子更多機會，不當教室中的過客，才是課程設計上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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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維度意象 

一、維度緊密相連 

    而第二維度中的同志部分，和原第三維度中的跨性別者部分，則應聚焦於霸凌

或排擠行為中，可能隱含的原因來自各個層面，課程中一些不經意的理解，包括「看

起來很娘，就覺得很奇怪，等號就會出現，這樣不會很辛苦嗎? 為什麼他要選擇把

自己弄成這樣？這張有點像變態。」等等。適度的切入與尊重，對身體的理解與歸

類，都是友善性別環境的一環，在探索期的國高中階段，談定義或是選擇都有些沉

重，回到異性戀是否是一種選擇，其實理解的層次就能出來，目前的跨性別也包含

不強加摘除器官部分認定部分，讓孩子多一點思考，自己說與自己找到答案，體驗

可以更深刻。 

    反觀孩子在突破第一維度的刻板印象，其實已經說出了比老師可以給的更多

好答案，但在第二維度的交往擇偶上呈現了在意異性想法，覺得社會上可能會出現

的壓力和歧視等，反映了現實的考量，青少年階段對於情感的探索是正常而難以避

免的，但也容易擦槍走火衍生為性騷擾、性猥褻甚至性霸凌的樣態，因此第二維度

的增加多少也反映了課程在第二維度上的法令通報機制上增加了重視，同樣會連

結到的其實也包含了孩子對於身體的意象（第三維度）與性別中的權力不均的議題

深度，在性別的教學上，各維度在部份環節中環環相扣，缺乏其中一環，性別的張

力即可能不均，但在使用上，教師需要配合學生與課程融入，才能讓孩子漸進式看

見性別也不局限於性別。 

    在角色楷模課程上，以資優女孩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于曉平，2006）顯示，並

不會對於後續的科系選擇生涯發展，產生顯著相關的影響，但突破自身的性別框架，

卻是數理資優女孩共通的特質，角色楷模課程亦可觸發其覺知的歷程，因此在教材

出現的男理工女人文等性別選用上，應該不掩蓋其知識性之重要，與討論中提到的

科系選擇，參與者對於女性的跨域多認為真的是比較適合走哪條路，但是忽略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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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域可能受到阻礙的部分，教材部分性別典範或許暫時難以忽略真實的歷史脈

絡，但教師之態度與立場應具有性別之敏感度。 

二、女性體育教師的討論 

    在研究之架構下，有些概念是兩兩維度間交疊的，原二三維度交疊處是身體之

意象，原一二維度交疊處是擇偶與性別角色，原一三維度交疊處為跨性別與氣質跨

域，因此試圖在論文分布中也尋找兩維度皆觸及的概念，因為恐懼的核心貫穿為身

體之侵入，同時包含了第一維度的暴力之樣態、第二維度的衛生用品和第三維度的

身體重塑、整形議題，所以再度尋找三維度皆共有的交集地帶，發現女性體育教師

的身體意象在三個維度中皆出現（跨域、擇偶、身體意象，如舉重選手許淑淨之身

體意象。 另外在強暴迷思也將一二維連結，第三維度可能涉及是倖存復原期出現

之症狀。因此探討女性體育人員，如拔河隊電影《志氣》、和性平會中調查小組需

要注意的性侵害創傷復原，其涉及層面較廣。 

    校園中的校隊與女性體育教師，是研究者應該快速發現卻漏掉的一環性別課

題，Kathrine Switzer 所啟示的即為打破女性不足以參加馬拉松比賽的傳統，因為

目前學校的女性教師較多，因此女性體育教師，除了在女性跨域（數理科）外，是

一個很好的模範，也可以鼓舞孩子反思對於華人文化中女孩怕曬要白淨的意象，如

何與鼓勵女性獨立和運動的意象偏離。 

    雙維度環環相扣如同齒輪滾動，交疊部分是課程運作的交集處，端看老師推動

或移除。而性別外層包裹上的恐懼如同一杯讓物體產生折射的水，拿走了水，可以

看見不彎曲的物質本身，期待更多人看見。 

 

 

 

 

圖 5-3-1 維度示意圖 

第一維度

第二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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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試評鑑 

根據王麗雲之方案評鑑法分析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共分為四個部分， 

一、將主法中學校端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工作，具體化為期中目標並連結至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制定目的。 

二、針對課程教材教學部分，分析其方案和實施理論路徑圖。 

三、發展方案和實施理論之成功與失敗模組。 

四、針對性平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中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部

分探討，設想實施之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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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性平法目的路徑分析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主法中性別平等委員會工作之具體化目標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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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進行

性別友善之

宣導，避免

歧視與霸凌 

親職講座 

社區論壇 

 

 

 

引導方案走

向並界定目

標 

教師教學與

班級經營更

具有性別敏

感度 

學生進行性

別常識大會

考等 

知悉者要避

免觸法，只

要疑似，24

小時內即應

通報 

有申訴或爭

議不明狀

況，另成立

調查小組 

廁所排隊狀

況減少，減

少上廁所時

私領域之性

別歧視行為 

家長與社區對

性別的知能增

加，減少學校

與社區的落差 

 

提供法源依

據引入資

源，包含師

資與經費 

學生對不同

性別、性別

傾向、性別

認同或性別

氣質有進一

步理解 

對於性別的

光譜打破二

元思維，增

加兩性以外

的理解。 

三天內召開

性平會，降

低校園狼師

不當性別騷

擾或隱匿行

為 

釐清性平事

件的真偽，

引入專家進

入調查會，

協商輔導或

對加害與受

害人之處置

方式 

減少上課去

上廁所，營

造學生無霸

凌與恐懼的

學習環境 

 

對於學生的性

別期待更能尊

重個殊性 

 

 

 

提供評鑑指

標建立之架

構 

學生減少不

適當的對性

別氣質傾向

等霸凌行為 

消除非理性

與二元對立

之否定與升

學侷限 

形成嚇阻，

預防性平事

件發生 

增加輔導和

修復式司法

引入以降低

傷害或加入

社工資源 

學習更有效

率，更能自

主展現自己

能力 

學生能避免性

別刻板期待造

成的職業選擇 

 

           （4）     （1）（4）     （2）（4）     （3）      （2）（3）     （4）       （1） 

1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2消除性別歧視    3維護人格尊嚴    4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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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主法中，第二、三項課程教學與評量部份，試行方案理論和實施理論分析 

 

 

 

 

 

 

 

 

 

 

 

 

 

 

 

 

 

 

 

 

 

 

圖 6-1-1 性平法實施路徑圖 

 

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

課程、教學及評量 

性別融入課程設計教案比賽 

學生進行性別常識大會考等

教學活動 

消除非理性與二元對立之否

定他者與侷限職涯進路 

打破性別光譜二元思維 

增加兩性彼此的理解 

消除性別歧視，厚植並建立

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1)學生每學期四小時性別平等

課程之規定， 

（2) 性別融入課程之規定 

性別議題在論壇與社運場域不斷

增加多元理解之可能，減少激

情，政治化或非理性之溝通 

於師培機構中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提供在職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授權研發性別平等相關教材 

形成教師專業社群討論，在意識

形態衝突前，溝通教材呈現方式 

部分議題在宗教觀和法律間 

理出教育中的優先次序 

針對不足處釋疑 

實施理論 方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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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之分析 

表 6-1-2   

具體實施考量表 

  方案理論成功  方案理論失敗 

實施 

理論 

成功 

本案之課程部份方案理論應為成

功，大多數實施理論亦成功，減

少性平事件，增加性別平等的關

注度皆提升。 

在方案理論之教師部分，無法全面

解決意識型態的衝突，形成輔導人

員之性別意識與未接受性平教育之

教師或家長之間產生鴻溝，則同樣

性別平等教案設計，可能是兩面解

讀。 

實施 

理論 

失敗 

在教材實施上與實務衝擊上，學

校被理解為相對中立與保守的機

構，在實施教材時亦須保有開放

立場，但部分在補充教材的題材

如果被放大解讀，在反彈政策之

際被重新包裝，造成恐慌，加上

多了家長參與的監督權利，在施

行教學上更需顧及多元與中立原

則。 

若無法解決意識形態衝突以中立溫

和立場理解雙方並產生對話，可能

造成支持性平與守貞教育的家長在

選校有所顧忌，甚至成立教會學校

的情況，則方案與實施理論皆失敗 

 

四、 

    性別平等教育法方案理論成功途徑另一方向思考，性別平等教育應同時包含

（一）情感教育（二）性教育 （三）同志教育，在情感教育成功的前提下，才

能同時避免歧視和預防未成年懷孕或疾病等，可見禁慾觀方向為 情感教育->性

教育->同志教育，此方向屬於發現問題後再聚焦方式，對後端形成壓迫，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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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後介入處理，處理時可能是已經發生未成年性行為或性別氣質或性傾向

霸凌後，但在課程的實施上教師能力較足夠。如果不以禁慾觀而以受害觀切入，

則為 性教育->同志教育->情感教育，此方向為避免（1）未成年懷孕或染性病 

（2）歧視 （3） 情傷或失去理性等。 

    然而此方向目前教師實施中會遇到意識形態的衝突，守貞教育勢力的介

入和實施上教師能力的不足。故是否能夠在方向上，以理性之資料為切入

點，不預設任何立場之優劣，配合中立之角度呈現觀點，給予學生思考與選

擇的空間，會是性別平等教育實施的考量點之一。 

                                                 

    而實施理論成功途徑，在當前爭議的情況下，在國人對愛滋病恐慌與認

知不足處，針對愛滋病部分，應包含 

 防疫管控的能力提升（並未禁止愛滋病帶原者入境，以此汙名輿論限制同志入境

之不正當性，支持愛滋病的相關研究與去汙名化，但體認在國中端教育外包之責

任是否適合等）。 

 醫療辨識的能力（愛滋病篩檢的技術提升，讓願意受檢之異性戀、同性戀皆增加

並感到安全）。 

 降低歧視的社會氛圍（對愛滋病的污名化降低與理解安全性行為之重要），以及

多元文化的建立（婚姻平權，性伴侶單純化，安全性行為觀念普及且保險套取得

與使用之知識等，包含教導安全性行為之年紀）。 

 降低年金改革的衝擊，在師資培育實施性平教育仍有斷層此時，具體作法可能為 

(1)新進教師培育 

(2)教師研習與進修 

(3)增加出生率 

(4)在安全的環境和尊重教師專業的情況下，進行性別平等教育。 

    根據 Carol Weiss之設計，方案理論和實施理論兩者並備，性別平等教育法

所欲的目標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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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前導研究 

    與研究所夥伴（呂佳欣，陳如芳）共同實施之前導小研究，樣本對象為三個

學校之國中教師，因為不侷限於輔導健教老師，所以部分老師對於第三題題意並

不清楚必須解釋。因為此研究結果，部分影響後續研究走向，故樣本數雖低，仍

放上供參考。 

 

問卷結果統計(總共37份)

受訪對象的男性和女性比例為10：27，
其中包含導師、輔導老師、行政職、基督教徒。  

問卷立場比例(取整數位)

 

圖 6-1-2 前導研究統計圖 

五、問卷的結果討論 

問題分析 1：是否同意教國中女生使用棉條？ 

• 贊同和反對的人數大致相同，但反對的立場不會太過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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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同的理由包括方便運動、覺得有趣，以及即便是成人可能都還不會使

用，若課堂上有教學，當需要時才能正確使用。（大部分男性同意可以

教）  

• 反對的理由條列如下：  

(1) 自己也沒在用，教學上會有疑慮，但可以接受教材上出現有棉條。  

(2) 應該只需要教運動員，其他人不需要。  

(3) 覺得學生衛生棉就懶得換，感覺用棉條會更忘了換的衛生問題。  

(4) 棉條使用就像隱形眼鏡使用者，給家長決定就好，有些家長認為可以就會

買，認為不可他們家就不會買，但衛生棉是基本，所以一定要知道。 

• 輔導老師認為棉條使用在台灣並不普遍，但學生想學可諮詢，衛教人員也

應確實解說。 

• 健康教育老師認為這是常識，所以她自己是會當補充教材教，也教保險

套，男女不須分開上，共同學習才能互相尊重。（健康教育老師為年輕教

師） 

 

問題分析 2：是否同意國中在綜合輔導課加入同志教育？ 

• 贊同的人數大於反對，但反對者的立場很明確。  

• 贊同的理由包括婚姻平權的重要性，建立正確觀念比似懂非懂、人云亦云

來得好，以及很多學生是受到同儕影響，並非真的了解自己性向，更需要

教育的引導。  

• 反對的理由條列如下：  

（1） 沒時間教以及教學實施上的難點。  

（2） 怕學生標新立異或因為好奇反而變成同性戀。  

（3） 無法接受兩個男性同志領養一個女孩。  

（4） 對於教的目的有所質疑，認為如果出發點是不歧視與尊重可以接受。  

（5） 萬一是反同的老師可能不會教，或教起來同學一旦知道，反而更歧視。希

望是不講沒事，講了不好處理。  

 

問題分析 3： 是否同意性別氣質認同光譜列入綜合輔導課？ 

• 絕大部分的人是贊同或至少是不反對的，只有極少數的人持反對意見。  

• 贊同的理由包括這是必要的基本人權，以及性別認同的過程需要探索。  

• 另外有部分的教師不太清楚什麼是認同光譜，解釋後方才理解，但是因為

有現成教材可看，比較可以接受，若無教材可能會受媒體引導。  

 

問題分析 4：是否同意校內設置友善性別廁所？ 

• 反對的人數多過於贊成，而且這部分反對的人很明顯。  

• 贊成的人認為此設立可以讓男生收斂行為以及促進平等；中立的人則認為

不需要，但也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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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理由條列如下：  

（1） 認為廁所還是男女分開比較好，覺得這樣怪。  

（2） 擔心學生更不好管理，以及增加違規問題。  

• 輔導老師偏向贊同，認為學生不需要因為自己性別與性別氣質成為生理需

求的絆腳石，也能讓教職員工生多一個體貼的設施，但也擔心設置之後，

因為怕被貼標籤而不敢使用。  

 

◆問卷總結 

1. 棉條教學贊同反對大致各半，反對不強烈；同志教育贊同大於反對，但反對者

立場明顯；氣質認同光譜大部分的人不反對；友善性別廁所的設置反對者居多。  

2. 訪談過程中初步觀察發現，輔導、健康老師贊同的比例高於導師，前者多站在

應建立正確觀念的角度，後者多站在學生的心智年齡未成熟的考量。 

3. 訪談過程中亦發現，其實有不少老師對於認同光譜以及友善性別廁所的概念並

不清楚，對於同志議題，即使認知上認為有其重要性，也會擔心能力不足傳授予

學生正確觀念。  

 

◆建議 

1. 意識形態對立比較強烈的議題，較不宜直接實施。 

2. 可透過校內輔導老師或聘請專家開設研習，加強其他教師們相關的知能。 

3. 所有的性別議題都該回歸到「對人的尊重」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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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課程綱要中領域綱要與總綱之轉變對照 

    台灣地區自民國 90至 99年以來的國民教育改革主軸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而曾

肇文（2010）的研究顯示其課綱制定充滿了政治性，成為各方知識群體的文化角力場

域，而 108課綱的修訂亦可見其政治角逐的跡象。十二年國教提出之總綱課程架構包

含：「重大議題與新興議題和學習領域內涵應與整合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環境

教育法等法律對學校教育訂有授課規範，課程安排應融入各領域學習內容中，用主題

融入的方式來取代固定授課時數的現行要求。」 

     

    國民中學階段可結合性別平等、環境、科技、品德、生命、人權 法治、安全、

防災、多元文化、閱讀素養等重大教育課題或各類社會新興議題，發展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在 108課綱後除融入式課程之外，各議題可另發展為彈性課程。 

    其中多元性別爭議問題，108課綱之版本，原輔 Dd-IV-1 尊重性別差異與多元

性別，在課綱審議中經修正為輔 DdIV-1「尊重性別差異的多樣性。」並修訂補充說明

的文字：「尊重性別認同、特質與情感關係的多樣面貌。」（104.12課綱公聽會審議版

本） 

表 6-3-1  

101 課綱性別主題的架構表 

主題軸 主要概念 次要概念 

1性別的自我瞭解 身心發展 身心發展差異 1 

身體意象 1 

性別認同 性取向 2 

多元的性別特質 1 

生涯發展 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1 

職業的性別區隔 1 

2性別的人我關係 性別角色 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1 

性別互動 互動模式 2 

表現自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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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主要概念 次要概念 

性別與情感 情緒管理 2 

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2 

情感關係與處理 2 

性與權力 身體的界限 2 

性與愛 2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2 

家庭與婚姻 多元家庭型態 2 

家庭暴力 1 

性別與法律 權益與法律救濟 123 

3性別的自我突破 資源的運用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的運用 123 

校園資源的運用 123 

社會的參與 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123 

社會建構的批判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23 

多元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23 

（資料來源：101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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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研究架構之完備，比較 101課綱與 108領域綱要和性別議題部分之對照版 

（目前 101課綱僅擷取第四階段國中一至三年級為例，108課綱僅擷取第三階段國中

為例以對照表作分析。） 細項之對照因分項方式已不同，108列入議題的細項之中，

因此將兩案皆套入三維架構中做比較。（1表第一維度，以此類推） 

表 6-3-2  

101 與 108 綱要性別部分對照表  

101 課綱 108（1040818 版本）領鋼 

（1）性別的自我瞭解 

1-4-1 尊重青春期不同性別者的身心發展與差異。2  

1-4-2 分析媒體所建構的身體意象。3 

1-4-3 尊重多元的性取向。 2 

1-4-4 辨識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對個人的影響。1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1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1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1 

1.自我與生涯發展 

a. 自我探索與成長 

1a-III-1 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輔 Dd-IV-1尊重性別差異與多元性別。（已更改） 

（2）性別的人我關係 

2-4-1 分析現今社會問題與刻板的性別角色關係。1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1 

2-4-3 分析性別平等的分工方式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 1 

2-4-4 解析人際互動中的性別偏見與歧視。 123 

2-4-5 去除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1 

2-4-6 習得性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2 

2-4-7 釐清情感關係中的性別刻板模式。2  

2-4-8 學習處理與不同性別者的情感關係。 2 

2-4-9 善用各種資源與方法，維護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23 

2-4-10 認識安全性行為並保護自己。2  

2-4-11 破除對不同性別者性行為的雙重標準。12 

2-4-12 探究性騷擾與性侵害相關議題。2  

2-4-13 釐清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1 

2-4-14 尊重不同文化中的家庭型態。 12 

2-4-15 習得家庭暴力的防治之道。 12 

2-4-16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的資源與法律。123 

2.生活經營與創新 

a. 人際互動與經營 

2a-III-1 覺察不同性別的互動方式，並運用同理

心增進人際關係。 

 

輔 Dc-IV-1 人際溝通與關係經營。  

輔 Dd-IV-2 合宜的性別互動。 

（3）性別的自我突破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1  

3-4-2 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善策略。 123 

3-4-3 運用校園各種資源，突破性別限制。 123 

3-4-4 參與公共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123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境。 123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的權力結構。123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123 

3.社會與環境關懷 

c.文化理解與尊重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理解並欣賞多元

文化 

 

輔 De-IV-2 多元文化社會的相處與互動。 

（資料來源：101 與 108 課綱，研究者整理） 

    108 總綱 105 年 2 月之版本中，其主題軸第三部份 C3 為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這

一項中，國中部份為 綜-J-C3 探索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 理解、尊重及關懷不同文

化及族群，展現多元社會中應具備的生活能力。 

學習要點則定調為輔 Dd-IV-1 尊重性別差異的多樣性。 輔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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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與關懷。 

表 6-3-3 

國民中學階段綜合活動領域學習重點整合表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1a-IV-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多

元能力，接納自我，以促進個人

成長。 

輔導： 

輔 Aa-IV-2 自我悅納、尊重差異與

自我成長。 輔 Bc-IV-2 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整。 輔 Dd-

IV-1 尊重性別差異的多樣性。 

綜-J-A1 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善

用資源促進生涯適性發展，省思自

我價值，實踐生命意義。 

在實施上以議題之細項較為清楚，因涉及部份人權之概念，將人權部份一併加入。 

 

 

                              （資料來源：108 綜合領域學習主題，研究者整理） 

    以國中部份分析，將性別三維度套入，可得 123，3。123。2。2。123。123，123。

123，1。12，123。2，12。123，123。從 101 課綱中共三大類 30 細項，轉為統合性

之 16 項可涵蓋三個維度的議題實質內涵，將人權加入列點之主因，是因目前的性別

細項皆已整合，而人權中可以涉及性別少數的權利討論。第二維度增加主要在多元家

庭、性騷擾與性侵害部份，媒體部份原身體之意象列為第三維度，但檢視媒體的偏見

則擴及 123維度，具體而言，雖分項減少，但議題的廣度增加，涉及之範圍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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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看性別議題之細項，則無找到相似之綱要細項，如同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所指涉的，

性別這一塊在拉鋸的課綱中，被消失了。 

    其中主題包含性別平等教育、人權、環境與海洋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之學習目標

為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建

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

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在當前反對多元性別意識形態放入課綱的團體中，出現了以品德教育取代性別平

等教育實施之連署，而王儷靜具體檢視品德教育從過去以政治統治演變至現今，其中

分為三期，表格中引用王儷靜（2017）之研究，可見 2009年到 2018年間品德教育之

呈現方式，在此連署爭議下，無論是公平對待不同性別、性傾向、社經地位、疾病、

族群、宗教，還是包容尊重多元性別與不同族群，論其意旨與性別平等教育仍為相同，

包含性別與認識多元皆為性別主流化之要點。可以發現在不同場域的名稱更動下，尊

重性別多樣性的原始精神並不因此消失。 

 

圖 6-3-1 品德教育之演進與性別平等意涵分析 

（王儷靜，20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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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習單與教案 

  

Worksheet for family imagination 

class name number 

Which one is the poorest, the most miserable 悲慘? 

The first one is  

because 

The second one is  

because 

The third one is 

because 

 

Why do you choose that one? Isn’t he/she possible to be the happiest one in the world? 

Show me your idea. 

 

 

If you were one of them, who is the last one you want to be? Why? 

 

I don’t want to be the（ boy/ girl /woman/ man ）who holds a                   

in his/ her hand. She/ He looks                . 

 

Choose a picture, and imagine that is you. Develop a family story according to this 

picture.  

I am the  

I like to  

People think we 

（are/love）                                                 , 

but                                                                     

If you want to draw a family tree, please feel free to draw your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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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為 1-2 堂課 教案 

Each group gets two family cards. You can exchange your cards. One who answers or 

describes the card on the screen well can get one point for your group. （5-10 mins） 

There are 24 cards in my hand（on the screen）. Students（You） are free to ask 

questions.（10 mins） 

 

Two groups finish the first part, Three groups finish the second part. 

First part（25 mins） 

Q:Which one is the most miserable / the poorest? 

Why? List three cards .（from first to third） 

Q:Who is the last one you will be? Why don’t you want to be him/her? 

 

Second part（25 mins） 

There is a               （girl holding a dumbbell/ boy who looks like a sissy）/a 

foreign spouse 伴侶 /（若有涉及外籍新娘之討論可以問 mail-order bride, is there a 

mail-order groom here in Taiwan?）, a child of new resident（新住民）. 

Actually I am not so sure. You can decide the card you choose to be male or female. It’s 

up to you. 

Match the cards into the house card you like, and develop their story. 

 

Family card in the worksheet 

There are           people in my family. 

（Father,  mother ,  grandpa,  grandma,  brother,  sister , friends. ） 

What are they doing?  

I am the one who is                                    （Shy/outgoing/ 

happy） 

Do you like your family? Why or why not? 

 

Third part（10 mins） Presentation 

To finish the worksheet can get one point for your group and the grade of the story you 

write will be equal to one exam paper. The group which all members get A marks is 

number one. You will all get a cookie in return. 

Word bank 

印尼 India  日本 Japan 菲律賓 Philippine  美國 The USA 

剛果 Congo  台英 the UK  馬來西亞台 /Malaysia  越台  /Viet Nam 

排灣 Payuan （Paiwan） 泰雅 Tayal （Atayal）  布農 Bunun 達悟 Tao  

客家 Hakka  河洛 Holo  山東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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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試行使用了三節輔導課，流程如下 

 

第一堂 

Q1:不限定圖卡，介紹完各國旗與族群後，讓學生自由發揮寫出 

如果你可以自由選擇種族性別與國籍等，你最不想當哪一張圖卡的人?  為什麼? 

If you can choose you are male or female, where you are from and what the color 

of your skin is, which one is the last one you want to be? 

List first, second and third and tell me why（ in Chinese is ok）. 

I don’t want to be  

because 

Q2:哪一個人看起來最可憐? 請具體描述你看到的與感受到的。 

Which one looks the most pathetic（可憐）? 

She / He looks miserable. A boy shouldn’t play a doll…….. 

Two 

 

Share your idea and have a discussion in group 

What makes you feel uncomfortable in the picture? 

Which part?  

 

第二堂 

Each group picks one house card. And develop a story on their own. 

Make sure each of them feel they are the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s and share 

their lives with us. 

 

第三堂 

3 Check the original worksheet and the story, tell me the difference. （稍微討論將

結果公布於公布欄，學生可以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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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扮家家遊教學圖卡對照表 

拿奶瓶的男人 

「拿奶瓶看起來很可悲，年紀這麼大應該是要去度假才對，這樣

太無聊了。單親」男孩 

「應該是生了啥病，因為有鬍渣，還有表情看起來怪怪的。」 

「我覺得看圖很像頭腦有問題，或自閉，看起來很可憐。」 

「那位拿奶瓶的爸爸很可憐，身為一家之主，定要一肩扛起家中

的生計，白天要上班，黑夜裡還要照顧小孩，幫忙餵奶，忙到黑

眼圈都跑出來，鬍子都沒時間刮了。應該是個顧家的男人，個性

很有肩膀，很照顧家人。」（男孩） 

「因為照顧小孩很辛苦要換尿布，泡奶粉，陪他玩，哄他睡覺，要照顧他到上幼稚

園才能稍微放鬆。」 

「我覺得拿奶瓶的保母超可憐，他的雙親都捨棄他，沒人照顧，而且感覺沒洗澡長

得瘋瘋的，應該看到他的人都會認為他是瘋子，加上他年紀看來很大個性很孤僻，

會讓他工作的人很少吧。」 

「感覺像流浪漢，鬍子都沒有用乾淨，帶給人一種噁心的感覺。」 

「感覺他有一點人群恐懼症，不敢靠近人多的地方只能跟小孩玩。 

差不多 30 歲吧，做牛做馬，偶爾可能有小抱怨，但也寧可自己完成，每天照顧小孩

到很晚，黑眼圈都跑出來了。」 

「爸爸是在家裡擔任家庭主夫，家裡的整潔也是他處理，簡單的事他就會把事情分

配給我，他也會負責下廚，雖然不怎麼好，但也是好吃了。」（女孩） 

「我是一個拿奶瓶的保母，我家有媽媽，媽媽是每天都在運動的阿婆，還有兩個小

屁孩，他們兩個是雙胞胎，最後我還有兩個家人，兩個都是阿姨，一個是做木工，

一個是醫生，我們家很富有，我的工作就是照顧那裏兩個小孩，還有幫忙家裡的

事，像洗衣服、做飯，日子還算 ok。」男孩 

「我是拿奶瓶的大叔，沒有小孩是個保母，我家有隻柴犬陪我度過一生，我們愛一

起玩飛盤，別人覺得我很孤單沒小孩，我是覺得有一隻柴犬陪我就好。」（男孩） 

木工女人 原住民族長 原住民小孩 

「我是一個木匠，我爸爸是達

悟族元首，弟弟才剛出生，就

受到全族的愛戴，相信未來一

定是個天才。雖然別人總是笑

我們窮，但我們未來一定會用

成功反駁他們。」f 

「因為族長要管族中大事，如

果己族和彼族可能會發生戰爭，還要為族人做事，很煩，還要思考下一任族長是

誰，腦袋要爆了。」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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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原住民很可憐，因為他們的膚色比較黑有些人就會幫他們取綽號，比如黑

人，我覺得這樣對他們傷害很大，因為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當你這樣叫別人，不

但讓他心裡受創，也成了一種語言霸凌，當別人都這樣叫你，你心裡會開心嗎？我

相信誰聽了這句話心裡都不好過吧！所以我們不要做自己不喜歡的事去傷害別

人。」 

「紅底木匠，因為會讓男生覺得是做木匠的，所以男生會比較不想接近，也會讓人

感覺一定是以前沒讀書才會做這種工作，女生也這樣就會被許多家長拿來騙小孩說

以後不讀書就是做木匠。」f 

「因為平常女人應該都不會想去當木工，我認為他家中應該有經濟困難，所以他才

會選擇去當木工。」 

「木工感覺起來工作很辛苦，要完成一件作品需要極長的時間，賺的錢可能很少，

收入也不太穩定，而且作品不夠細緻或手藝不夠精巧，作品也不會被別人採購，要

生活下去也不容易，感覺是很操勞的一份工作。」 

我爸爸是排灣族族長，我媽是一個警察，我姊是舞蹈老師，弟弟喜歡洋娃娃，因為

媽媽要加班或假日上班，我們不常出遊，但我們是很和樂的家庭，雖然不富有，但

我們很開心，最愛一起慶生唱生日快樂歌。 

啞鈴女 

男生可能比較喜歡比自己弱小的女生，社會刻板印象可能會讓他喘

不過氣，父母也不會接受。f 

註：訪談中認為是啞鈴男。 

吹哨女警 

「我在當交警之前，我父母極為反對我當警察，但我想跟爸爸一

樣，當一個伸張正義的警察，但我父母雙雙認為，警察是只屬於

男性專屬的工作，我說這根本就是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這不公

平，我極力反駁著，他們卻不認同我，甚至覺得我的想法很荒

唐，而且不准我上警察大學，他們說你只准給我上你專長的大

學，不過他們並沒有為我設想，殊不知我的專長並不是我的興

趣，我的專長是數學，但我討厭數字，於是我就為了這一件事跟

他們吵了很久，我甚至有股想離家出走的想法，我一直想辦法讓他們認同我，經過

了一波三折，他們也終於了解到巾幗不讓鬚眉，這個道理，便不再阻饒我當警察

了。」m 

「那位警察如果是交警的話，站在路上管制交通，非常危險，如果有些人不滿被開

單的話，也可能會被攻擊，如果是在捕通緝犯的警察，更有可能生命被犯人一槍結

束，是一份極具危險性的工作。」m 

我覺得警察這工作很容易受傷或有生命危險，尤其是站在外面指揮交通，這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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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外，如果遇到喝酒醉的人不就很衰，如果被撞到真的很可憐。 

我覺得警察這個職業真的很累，不但每次都要冒著生命危險或是被打傷的可能去抓

犯人，還會常常半夜被叫去執勤，真的很辛苦，我小時候也幻想過當一個女警，不

過很多新聞報導因為抓犯人然後去世的，所以這職業雖然偉大也很危險，但是卻有

很多人想當，可能覺得很帥吧，我覺得警察辛苦但是是人民的保母，真的很棒。單

親 f 

我爸爸是警察，媽媽是醫生，我們喜歡幫助別人，雖然爸媽的工作都很難排到假，

但我覺得沒關係因為他們的工作可以幫助社會，我很愛我的家我希望以後可以從事

爸爸媽媽的工作。f 

我最不想當黃底比 rocker 手勢，因為我覺得他看起來很邊緣。 

（訪談中理解為娘娘腔男孩，課程中有孩子覺得是比 rock 的女

孩） 

 

醫生女 

「我是一個台籍白膚的女醫生，我家有一個女警妹妹，我們是孤

兒，從小我們互相照顧，努力學習，成為了現在的自己，我們最

喜歡賞花，但她們其他人覺得很怪呢!!」 

「因為我害怕幫別人開刀，看到體內各個正在運作的器官，如果

是大夜班的話，容易身體不好，而且我又不喜歡進出病毒多的地

方。」 

媽媽每天都要去醫院上班，每次總是很晚回家，但他還是每天笑

咪咪地跟我們說話，他因為還要讓我們讀書，不辭辛勞，到家時候菜都涼了，他仍

然吃了，因為是爸爸辛苦做的。f 

肌肉阿嬤 

「他是我們的肌肉阿嬤，每次家裡要搬東西時，抬不動，總會請

她來幫忙，做完事，她就會去健身房，練她的肌肉，運運動。」 

「我是一個超壯的阿嬤，我家有兩個孫子，我最喜歡和孫子一起

在家做運動了，雖然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在虐待小孩，但我還是不

管他們說，我的孫子們都很開心。」m 

「我不想當那個的阿嬤，因為太壯了有點可怕，我比較喜歡苗條

的身材。」 

那個阿嬤頭上綁那個布很像壞人，很容易嚇到人。 

年紀大了早上還要出去運動，孫子如果會做家事還可，不會幫忙的話就要全部自己

做，很辛苦。 

感覺他是家境困苦，每天可能都在做粗工，久而久之，肌肉愈來愈壯，或者小時候

被欺負想要練身體，讓自己不再被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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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男生，英國和台灣的混血兒，國中很

多人來問我，你是哪國混血、最愛做的事?  但

有人聽到我最愛自己打扮、化妝、跳女團舞時，

大家都愣住了，我想他們一定認為我很娘娘腔，

可是我覺得又沒有很奇怪，像台灣的嘻小呱，同

樣也是男生，喜好也是和我一樣，但為什麼大家

卻認同她是女團舞蹈界中很厲害的人，其實我也

想向他一樣打破刻板印象，朝著自己的目標發展成偉人。」f 

我是美國人金髮女，我家小孩忙著收玩具準備行李陪我回娘家，老公總是一直四處

買高科技的材料，所以無法陪我們，鄰居覺得我們離婚了，但事實上只是他太忙，

無法與我們做家庭事。m 

「在他長大的過程中，一定受到許多人批評，甚至是老一輩的重

男輕女，男生就應該堅強，女生就可以柔弱，等等想法影響，所

以我覺得他很可憐。」f 

「我是女生拿汽車和機器人，我家裡有四個人，哥哥的工作是美

髮師，弟弟是拿熊和洋娃娃，別人看我在玩汽車和機器人，會覺

得我比較男性化，但我還是覺得男生玩的東西女生也可以玩，只

是他們對女生有刻板印象而已。」 

「我不想當那個拿車子的小孩，手上兩手都拿著玩具，說明家長非常寵愛他，生活

應該都是被家長打理的非常好，長大之後應該沒有獨立的能力，且如果被溺愛，要

這個要那個，甚麼東西都要，定為家長所頭疼，養成不知節制的習慣，不懂得獨

立，又在家養成公主病，在群體生活中，定會被同學或同事排擠，肯定不好受。」

m 

「綠底的小女孩很可憐，因為那個女孩和我曾經一樣剪了短頭髮，而且玩的玩具都

比較偏男生會玩的玩具，那時候的我都比較常跟男生玩在一起，所以呢，很多女生

會覺得我是「狐狸精」，所以會不喜歡我，而且我幾乎沒甚麼女生朋友，真的非常

可悲，現在的我是留長頭髮，相對的男生女生朋友一樣多，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很

多男生會喜歡我，所以女生就覺得我要跟她們搶，所以…我還是覺得長髮好。」單

親 f 

 

我是拿汽車和機器人的女生，我的家裡有四個人，哥哥的工作是美髮師，媽媽的工

作是警察，弟弟是拿熊和洋娃娃的，我平常在家裡最愛玩汽車和機器人的玩具，別

人看到的時候，會覺得我比較男性化，有很多人對別人都會有性別刻板印象，但我

還是覺得男生的東西女生也可以玩，只是他們對女生有刻板印象。（新住民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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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底男孩，喜歡玩娃娃，可能會被同學笑，因為在這性別不平等

的時代裡，大家會覺得這是女生玩的，為什麼你也在玩，就會被

叫一些很奇怪的綽號，會被笑。 

因為在傳統刻板印象，男生玩洋娃娃會被笑還會被看不起，女生

玩男生類玩具會覺得你不是女生，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人很可

憐，很難交到知心朋友。 

可能會受到同年齡小朋友恥笑，讓他的心靈受損，小時有陰影對

未來會害怕不感興趣。 

在學校或外面會有人對他性別歧視，怎麼比較喜歡女生的東西？ 

「因為他都那麼老了，還要照顧家人，包飯糰，維護生計，不能

養老，給人一種孤單感，通常在路上都沒麼人搭理，寒冷的冬天

也沒辦法有溫暖，雖然覺得他可憐，但也不能幫他甚麼，政府也

不把此人當作一回事，付出了那麼多，卻甚麼都沒得到，世界果

然是不公平的。」f 

 

「我覺得居住在那的小孩生活會很辛苦，容易得疾病，醫療不充足。」剛果小孩。

（因圖片之國旗與現在已不同，故圖片不放上。） 

越南和台灣的混血小女孩，可能是混血兒的關係，應該很容易被

排擠，雖然可能是刻板印象，不過呢，在我小學時代，就有一個

男生是混血兒，而且皮膚黑了一點，然後班上就有幾個白目的男

生一直罵他黑人阿，甚麼奇怪的名字都有，那時候很多人都開始

不跟他說話，但是我還是跟他當好朋友，因為我認為混血兒沒甚

麼不好啊，可能就是膚色跟我們差了一點，但是我們一樣都是

人，所以我們根本不用去排擠混血兒，反而是要好好跟他們相

處。（f） 

「我是一個越南愛堆積木的小女孩，因為我家很民主，所以每天我就只有積木的陪

伴，我們平常都會玩角色互換的遊戲，讓我們知道平常的自己在別人的扮演下能更

了解自己，別人覺得很奇怪，但我還是覺得有甚麼不行。」（越南新住民男孩） 

 

我是喜歡堆積木的小孩，我常常一個人玩，很孤單，我媽媽是醫生，工作很辛苦，

爸爸是英國人，長年出差國外，雖然收入多，一年也只見幾次面，別人覺得我們家

收入多工作不錯，但我不這麼想，爸媽工作忙，我常常一個人玩，跟其他人比起

來，我真的是太孤單了，當別人討論到自己父母，我卻只能簡單帶過的回答，我希

望我能多看到我的爸爸，但我還是很感謝我的爸媽願意給我那麼多資源學習。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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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越南人，媽媽是台灣人，姐姐和我一樣是混血兒，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很愛

欺負我，姐姐也常被欺負，但因為現在愈來愈多新住民，就不會一直被欺負了，我

們全家很喜歡一起出去玩，而且喜歡走到哪拍到哪，大家看我們就像觀光客一樣，

不過對我們來說，這是一種珍惜時光的事，那怕哪天有誰突然不在了，還是會留著

我們曾經的一些回憶，所以走走拍拍是我家的風格，外人可能覺

得怪，但我們家喜歡就好。（f） 

我是台馬的混血兒，家裡有一個大馬籍的爸爸，和台灣的媽媽，

在這個家裡面，我每天都很開心，我在台灣也很適應，只不過我

討厭上學，同學總會因為我的國籍，但我引以為傲，我不會因為

自己混血兒自卑，我還因為會很多語言而感到驕傲，我最喜歡閱

讀，廣泛吸收知識。（m） 

（新細明體表他者角度，斜體標楷表第一人稱角度，圖片版權皆屬扮家家遊之相關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協請畫家所有，一律以霧化表示，請勿挪用至教學以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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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桌遊圖案使用與共備錄音同意書 

一、 扮家家遊圖案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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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備錄音同意書 

同意書 

 

親愛的 ____________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研究。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領

導碩士班研究生呂欣怡，在陳佩英教授的指導下，想進行性別融入課程之

教學研究。欣聞您對於桌遊遊戲融入教學亦感興趣，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有獨到見解，因此，誠摯地希望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進行，在您分享

寶貴經驗之前，研究者宜先告知您本研究的進行方式。 

一、 研究目的: 理解當前性別爭議之脈絡。嘗試跨科主題式教學之設

計，並透過相關研究資料提供社群共備。 

二、 研究性質:純為學術之用，不做其他用途。 

三、 研究方法:以課程共備方式進行。 

四、 研究程序:本研究擬進行一次約莫一小時的課程討論。討論的歷程

中，如果有尷尬、不適或侵犯隱私的感覺，您可以隨時反映或選擇退

出本研究。 

五、 資料蒐集:為了能探求您的真實想法，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於過

程中全程錄音，並會在錄音前事先經過您本人的同意。另為求研究內

容的完整性，期盼您能於參與過程中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 

六、 保密處理:基於研究倫理，訪談資料與相關文件均不隨意公開，僅

供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而事關個人身分之基本資料或敏感議

題，均會以匿名的方式妥善處理，以維護您的權益。 

七、 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您於下方空白處簽名。若您對本研究有任

何問題或意見，也歡迎您隨時與我聯繫。因為您的參與，方使本研究

盡善盡美。 

敬祝 順安 

研究參與者: 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碩班 

研究生 呂欣怡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