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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國內許多研究指出，中小學教師普遍缺乏性別意識，因此成為性別教育必須要
先解決的問題。本文嘗試從歷史及國際比較的角度，思考性別改革運動與教師
的關係，重新審視教師在性別教育的角色，藉此更深層的理解國家、社會與政
策的關聯性。雖與西方國家一樣，台灣性別教育政策由婦女運動發起，但關鍵
性的差異在於教師在歷史上的主動／被動角色，及公民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認知
程度，這些教育實踐的脈絡性因素某程度成為政策能否落實的關鍵。

 

關鍵字：性別教育，教師，女性主義教師，國家與社會

 

 

國內已經有一些研究 (e.g.蘇芊玲、莊明貞、彭婉如，2002; 賴友梅，1997; 
林佩萱，2003; 李盛祖，1998) 指出教師的性別角色態度或性別平等意識，對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的影響，研究方法上有的自製問卷讓教師填答、有的訪談男
女性教師、有的與女老師進行焦點座談。結論大多為教師角色在性別教育中的
重要性，認為教師本身是再製性別刻版印象、鞏固父權意識的中介，因此加強
教師性別意識變成一項重要推動工作，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都有這樣的規範。
在性別教育中，教師的確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教師並非在性別教育過程中的唯
一角色。在半山腰，我們看到如此的風景，當我們爬的更高、更遠，或許會有
不同的觀看與想法。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想把場景拉高、拉遠，從歷史、社會
及國際比較的大圖像觀點(Grace, 1996)，思索性別改革運動與教師的關係，
重新審視台灣教師在性別教育的角色。

 

常常，我們以為「她/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許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
國、英國)的經驗及作法常常成為所謂的「圭臬」。這樣的問題在於每個國家
有不同的歷史脈絡、政治文化氛圍及公民社會的內涵等，斷面擷取的結果，不
僅讓自己更失望，可能也難以直擣問題核心，因而讓問題更複雜。不過，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從源頭觀照西方各國的發展脈絡與歷程，釐清發展的關鍵因



素，將使台灣目前性別教育的樣態更為清晰。

 

首先，我想先談在西方國家，教師在性別教育改革所扮演的角色。在北歐各
國、澳洲、紐西蘭、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婦女運動都是推動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的主要舵手(e.g. Taylor et al., 1997; Blackmore, 1995, 1999; 
Arnot, 2000; Arnot, David & Weiner, 1999; Joyce, 1987; Gaskell and 
Taylor, 2003; Gaskell, 2004; Marshall, 2000; Hayes & Lingard, 2003; 
Kenway, 2004)。雖然台灣與西方國家一樣，性別教育改革皆是先由婦女運動
先發起，但教師對婦女運動的涉入情況影響著教師是否具足歷史偶然或必然的
自覺過程，也影響著性別教育的實踐。我先分析西方國家婦女運動如何去觸發
教育中的性別改革、行動者為何、女性主義教師的角色、政治結構及文化等因
素如何影響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接著說明台灣性別教育政策的形成及發展過
程，從教師的角色、政府體制與國家角色及公民社會的發展，試圖釐清台灣經
驗與西方各國的一致性及特殊性。

 

教師作為「內部改革者」(insider reformer)

 

台灣與西方性別教育改革皆由婦女運動發起，但西方各國更有其歷史上的發展
條件：學校老師一開始就涉入婦女運動發展之中。來自草根的「女性主義教
師」本身就是行動者，從1970年代就開始參與各種性別改革運動，這種主動參
與的覺知過程，讓西方教育中性別改革的圖像明顯與台灣不同。當然，「西
方」具有相當程度的異質性，政治結構、工業關係、工會運動者的層級、勞動
市場結構及文化上的不同(Blackmore, 1999:90)，使各國的改革策略及成效產
生很大的差異。大體來說，在美國、英國及加拿大，性別平等教育政策的形成
及實踐較流於碎裂(fragmented)、地方化，實施情況依地方政府不同的行政權
力及經濟狀況而定，這些國家相對於澳洲、紐西蘭跟北歐各國，比較欠缺國家
合法性的支持(Poiner and Wills, 1990; Stromquist, 1992; Arnot, 1993 
as cited in Blackmore 1999:92)。以下進一步說明西方各國婦女運動如何觸
發教育中的性別改革、行動者有哪些、教師在性別改革中的角色、政治結構及
文化等因素，對各國教育改革之影響，藉此逐項耙梳西方各國性別教育改革的
機會結構因素。

 

西方各國女性主義教師的形成有其歷史上的發展條件。以英國為例，英國「教
育界女性主義」(educational feminism)是由一群「反霸權」的教師發展出來
的 (Arnot, David & Weiner, 1999)。早在1904年，由於男女教師薪資不平等
問題(Joyce, 1987)，促使英國女教師挺身為她們自身的權益而戰。一次大戰
以後，女教師面對的新困難是愈來愈多的學校設立婚姻門檻(ibid.:68)，讓她
們不得其門而入，這些職場上的不平等都讓英國女教師開始思索教育上的性別
問題。經過五十年的努力，女教師同工同酬的目標終於在1961年達成，但隨之
而來的問題是女老師明顯集中在學校中的較低階層(ibid.:68)，這又是另外一
個要解決的問題。



 

在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初期，由於學校的婚姻門檻、陞遷機會受限及男性主
導的工會內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這些職場上的不平等都讓英國女教師進一步
思索教育上的性別問題，因而慢慢成為婦女運動訊息的重要聆聽者。因為教育
現場的女老師因切身的體驗覺知，成為教育界的「內部改革者」(insider 
reformer)，因此在後來的性別改革中佔有關鍵性位置。英國女性主義教師在
性別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從Arnot (1987 as cited in Blackmore, 1999)分析
英國性別教育改革的四個重要面向中，就有三項與教師有關可見一般。這四個
面向分別為：教師觸發改革、校外研究者的行動研究、教師間的接觸與溝通網
絡、婦女運動及學校教師工會支持的相關計劃行動。

 

澳洲與英國情況類似，學校女老師的的怒吼也是來自切身不平等的感受，包括
一結婚就得離職、校長及主任總是男性擔任、大學沒有提供給女性的獎學金等
(Marshall, 2000: 130)。因此，一直以來，教育議題是婦女運動的一部份，
而參與者大部份是老師(Gaskell & Taylor, 2003)，教師很早就成為新社會運
動的一支而進入決策，不管在中央、地方或學校，都有豐富的游說及決策經驗
(Blackmore, 1995: 298) ，例如在1970年代初期，由女性教師組成「澳洲女
性教育聯盟」(AWEC, Australian Women’s Education Coalition)游說政府
從政策來改善女性與女孩的教育；此外，她／他們也發行刊物，討論課程等問
題。

 

同樣的，加拿大女性教師也早在1970年代就組成聯合會，早有對政府的游說經
驗(Gaskell & Taylor 2003:156)。以安大略省女性教師聯合會(FWTAO)為例，
在1970年代，該會自己辦理有關性別平等的研討會、工作坊，也發行刊物，對
課程中性別歧視的情況提出批判，也因此自行發展出符合性別平等原則的新課
程(ibid.)。這些教育界網絡的連結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不但連結女性主義教
育者的力量，也激盪教育領域的女性主義思考。

 

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紐西蘭的女性主義教師都分別有女性教師聯合會的組
織，不但連結女性主義教育者的力量，也激盪教育領域的女性主義思考。她們
自行寫出學校本位的政策實施計劃、發展實驗性課程、爭取研究資金、遊說官
員、要求沒有性別歧視的晉用與陞遷管道、也研發出符合性別平等原則的新課
程(Blackmore, 1999; Gaskell & Taylor 2003)。簡言之，在西方各國，許多
影響社會中性別關係的重要改變是由女性自己觸發，並且在成為全國性政策以
前，在地方以行動或計劃的型式出現，就如Stromquist (2004a:4)的觀察，「
由下而上」引發性別改革的想法與需求是一般的典型。然而，這樣的歷史條件
並沒有在台灣出現。在台灣，教師與婦女運動呈現徑渭分明的現象，婦女運動
在校園中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教師在性別改革中傾向扮演「被動」的角
色，甚至成為「被改革」的對象。

 

政府體制與國家角色



 

假如女教師觸發的性別改革運動是舞台上的主角，國家(state)則扮演著重要
的舞台燈光角色。沒有燈光，戲也唱不下去了。一般而言，北歐、澳洲、紐西
蘭由於「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的發展，女性主義教師充份與政府
合作、運用政府的力量來進行教育中的性別改革，使得性別教育實施成效更為
顯著(Blackmore, 1999)。傾向地方分權體制的國家，性別平等教育政策的形
成及實踐比較零星、區域性，實施情況依地方政府而定。以英國為例，正因政
府的分權體制，使國家無法有效介入，因此性別平等教育仍只能停留在決策層
次而已(Arnot, David & Weiner, 1999)。此外，英國不但沒有出現女性主義
官員(femocrat)，女性主義者更被排除在中央政府的決策之外(Mahony, 2003)
，根本性的改變僅有賴地區草根性的活動；而美國性別教育的實施成效也是非
常有限(Stromquist, 1997)，因為聯邦法令只是最低程度的要求，而且也沒有
強制機制、加上可運用的資金不足、地方沒有足夠的研究經費等，都讓性別教
育的實踐處處掣肘。

 

澳洲雖是傾向地方分權的國家，但澳洲聯邦政府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非常重視
(Marshall, 2000)。1973年，「平等」(equality)被列為學校重要議題，其中
女孩被視為一群需要特別關注的「劣勢」群體(‘disadvantage’ group)。
1975年，教育委員會(Schools Commission, 1975)也發行一本報告「女孩，學
校與社會」(Girls, School and Society)，明白指出教育中的性別問題。
1987年，第一個全國性的教育政策史無前例地在聯邦政府通過，那就是「澳洲
女孩教育政策」(National Policy for Education of Girls in Australian 
Schools)。該政策主要目標有四：(1)提高對女孩教育需求的知覺；(2)對任一
課程有相同的接觸與參與機會；(3)提供一個支持性的學校環境；(4)平等的資
源分配(Gaskell & Taylor, 2003)。其中也規定學校要定期回報性別教育的實
施情況、每個學校要設置「機會均等官」(Equal Opportunity Officer)、每
個學校要有負責性別平等的職員，每年定期見面，討論相關進展及監督考核回
報的方式。

 

澳洲女性主義者將性別平等政策的推動當成一種社會運動(Marshall, 2000)，
當政策從邊陲到中心，許多性別平等運動者有機會進入決策，被任命為官員，
產生更大的鞭策力量，使性別教育得以站在國家政策的重要位置(Gaskell & 
Taylor, 2003; Blackmore, 1999; Marshall, 2000)。不過也因為澳洲的分權
體制，各區域對全國性的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有不同的回應方式及作法(Gaskell
& Taylor, 2003; Marshall, 2000)。舉例來說，南澳(South Australia)及昆
士蘭(Queensland)的作法就大異其趣。1970年代，南澳由工黨執政，非常支持
女權，因此在1975年通過了「性別歧視法案」(Sex Discrimination Act)，也
是第一個任命女性主義官員的州，並被視為女性主義官員改變官僚體系的一個
典範。該州的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教師及學術界充份合作，在課程教材、教
師專業發展及教室實踐上，觸發許多的改革。之後的自由主義政府也能延續工
黨的性別教育政策。昆士蘭就沒那麼幸運了，由於州政府不認為教育及普遍社
會存在著性別問題，因此對女性主義者不表支持，甚至帶有某程度的敵意
(Gaskell & Taylor, 2003)。



 

當然，國家的涉入支持不全然只有好處，婦女團體與國家的密切合作有可能分
化婦女運動的能量(Gaskell& Taylor 2003)。但綜合比較各國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的狀況，似乎可以嗅到國家支持與否扮演的關鍵性力量。儘管台灣沒有發生
歷史的偶然而有「女性主義教師」的發展，婦女運動者促使國家角色的積極涉
入，使得台灣在具體政策實踐上顯得略勝一籌。

 

公民社會的發展

 

機會結構並非僅由國家介入的多寡來決定，還要看公民社會的發展及其組織的
運作而定(Gaskell & Taylor, 2003:160)。澳洲的性別平等政策能在政策領域
取得主流位置，與文化、政治結構、教育政策結構的策略性使用、及堅強的網
絡、歷史上政府對教育責任的共同認知有關(Marshall, 2000:125)。雖然澳洲
性別教育政策是由上而下的國家介入，但學校對「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的實施與認知則是由來已久(Blackmore et al., 1996)，已成為
公民的共識。

 

由澳洲各地實施行性別政策的差異性來看，我們可以了解除了國家角色，公民
社會的發展及其組織的運作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倘若性別平等、機會均等
的概念成為公民社會的共識，從四面八方構成的壓力，足以造成政策上的改
變。以澳洲來看，儘管部份區域對女權依然不友善，不過全國性性別教育法案
的通過是「來自四面八方壓力的聚合」(Marshall, 2000:131)，由教師工會、
家長團體、行政官員及學校女性教師共同努力促成。當然，1970、1980年代澳
洲婦女運動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sation)在性別教育上也佔有重要角色，
不儘提供資金，也在教育政策上提供合宜的架構(Gaskell & Taylor, 2003)。
整體而言，Kenway (2004)分析澳洲學校性別改革運動成功的主要因素為「不
論在學校系統之外或學校內都有女性主義運動者的強力支持」(p.2)。在學校
外，有女性主義教師組織及教師工會以網絡發揮影響力；此外，女性主義學術
界深入教育中的性別議題做基礎研究，具體呈現問題所在，在實踐上提供很重
要的根據。

 

換言之，澳洲性別教育政策在「機會均等」的架構下發展，以社會正義為原則
(Gaskell & Taylor, 2003)。在北歐也是同樣的情況，北歐的成功在於發展女
性的經濟獨立性、把種族、階級及性別不平等問題放在社會民主追求公平與平
等的架構下來看，關注責任的同時，也重視權利(Wernersson, 1989 as cited
in Blackmore, 1999:92)。不同於西方，台灣近幾年來的性別教育論述多在「
多元文化教育」的羽翼下發展，這兩種不同的發展架構，產生哪些不同的作法
及後果，有待更細緻的討論。

 



小結與討論

 

台灣與西方性別教育改革皆由婦女運動發起，但西方各國更有其歷史上的發展
條件：學校老師一開始就涉入婦女運動發展之中。來自草根的「女性主義教
師」本身就是行動者，從1970年代就開始參與各種性別改革運動，這種主動參
與的覺知過程，讓西方教育中性別改革的圖像明顯與台灣不同。在台灣，我們
有婦女團體積極遊說政府，抑或進入國家，主導通過性別平等政策，例如在教
育領域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等，但教育的真正實踐者(學校行政人員、教師
等)不管歷史條件上，不但缺乏性別覺知過程、推動經驗及網路連結，也影響
決策過程中的參與不足，及之後實踐上的種種問題。透過粗略的歷史及國際比
較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台灣性別教育政策與西方各國一樣，都是由婦女
運動發起，透過運動的組織網絡串起力量。關鍵性的差異即在於教師的主動／
被動角色，及公民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認知程度。

 

或許一些事情不能片面論斷，僅止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否則不僅於事
無補，還可能造成無謂的對立，尤其加深的裂痕可能使性別教育推動工作雪上
加霜，尤其學校老師對「性別」、「女性主義」的誤解(李淑菁，2006a, 
2006b)可能將性別教育帶到另一個不同於決策者想像的方向。我們常說「橘逾
淮為枳」，其實只是土壤氣候讓「橘」無法依然是「橘」，但土壤氣候卻是最
難複製的，或許我們也不需要去複製，就讓「枳」長出它自己的樣子，然後同
時透過分析，知道「橘」長的好的因子，在我們的土地上涵養「枳」可以長的
好的養份。一味的責怪一線教育工作者不但於事於補，可能在教育界招徠更多
不必要的敵意與誤解。「理解」是共事的契機，也是改變的開始，否則繼續各
說各話下去，浪費的不只是資源、是時間，日益加深的間隙可能是性別平等教
育的隱形殺手。下一波我們需要的或許是學校性別改革運動，結合學校教師對
教育現場的了解，縮短女性主義理想與教育現場實踐間的落差，重新啟動一個
同時考慮性別與教育的教育性別改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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