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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

節羅列研究問題，第三節解釋本研究主要的專有名詞，第四節論述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走進校園，翻開現代學生的數學或自然與生活科技書籍，發現

課本內進行數理操作的學生出現了女生，而男生也從事了觀察記錄

的工作，這顛覆了傳統數理是男生優勢的迷思，也說明了性別平等

教育的深根活動就是要從學生日常周邊事物開始改變。 

 

校園，是學生在求學階段中除了家庭之外待最久的一個學習場

所，校園中的景物、建築、教學活動及人際互動等情形，都會對學

生的思考模式與行為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張寶釧（無日期）認為，

人自出生起，即生活在由一連串具體的現象(如水、石、房屋、街道

等)及一些較模糊現象(如心境)的空間中，這兩種空間交織在一起，

即形成所謂的「生活環境」；湯志民（2000）也指出，環境對居於其

間的人們，具有直接間接的影響；Bechtel 和 Zeisel 在 1987 年曾

言：「環境使我們如此行為，因此，如果環境作了一個特定的改變，

我們的行為也將依此改變。」（引自湯志民，2000：3）環境對人的

影響深遠，中國古時也早有記載，孟子的母親為了讓孩子有個良好

的受教育環境，因此舉家搬遷三次，而有了「孟母三遷」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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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更是時下常拿來隱喻環境對人的重要性；

美國教育學者 Dewey 也曾提過：「要想改變一個人，必須先改變環

境，環境改變了，人也就改變了。」由此可知，古今中外的學者皆

認為「環境」對身處於其中的人是具有影響力，社會文化的價值觀，

會透過「環境」傳遞給人們，影響其思維；學校，是社會的縮影，

是文化價值的傳播所，透過學校整體的環境規劃、校園空間的安排、

課程內容的設計等方式，將社會上的各種文化思維傳輸給學生；因

此，校園中的軟、硬體環境的設計、空間的規劃安排、教材與課程

內容的設計等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觀念，均是值得吾人深度探討的議

題。 

 

在強調尊重、平等和自由價值的二十一世紀裡，性別平等教育

的議題，逐漸為人所重視，校園中所蘊含的性別意識型態也開始有

人注意，教育部為因應時代多元化社會發展及達成性別平等和諧的

社會，於 1997年正式成立「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後更名為「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從事各項與性別平等議題相關教育工作之推

動。1998年《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的施行，更將

「性別平等教育」納入六大新興議題之中，性別平等教育正式落實

到國民義務教育中；2004年由立法院三讀通過所頒佈《性別平等教

育法》，為性別平等教育提供了法源基礎，立法目的在其第一章總則

即開宗明義的說：「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

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特制訂本法。」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中，直接要求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

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

小時；另還強調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立安全之校園

空間。由此可見，性別平等教育理念要能深化於學生心中，就要從

學校教育向下紮根、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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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除有「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組織」外，

另從臺北市 153 所國民小學中，選擇 7所公立國民小學為性別平等

重點發展學校，負責規劃各項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教師專業研習、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編寫等各項工作，每年召開 3至 5次會議，檢討

前一年各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並籌備當年度所要推廣的各

項事務，對臺北市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的推展實是功不可沒。惟甚可

惜之處是，在各項會議所討論的內容或各校性別平等教育業務推動

上，仍比較重視在課程的編排、教師的專業知能進修、學生的學藝

競賽活動等項目，對校園空間規劃與討論甚少提及；其實，在《性

別平等教育法》中，對校園空間的敘述也僅有第 12 條中指出：「學

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學校應尊重

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特質與性傾向」，在條文中也僅對校園空間做

概泛性的陳述，並無具體明確的空間規劃方向與建議。 

 

綜觀國內學校建築的研究，主要以實質空間的改善或行為本身

的研究（如遊戲行為）為重點，性別只是研究變項之一，或實質環

境僅為背景說明而已（楊清芬，2002）；真正以性別為主的校園空間

研究，目前只有少數幾篇（如：張淑瑜，2004；黃惠琴，2005；楊

清芬，2002；楊幸真，2002；滕德政，2001），顯示大多數人視校園

空間為無性別空間（畢恆達、吳怡玲、吳瑾嫣、唐筱雯、柳廷岳、

鄭湘敏，1999；畢恆達，2000a）。畢恆達(2001)指出，空間絕不是

一個價值中立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它一方面滿足人類遮

蔽、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一方面更展現了人們在某時某地的社會文

化價值與心理認同。所以學校空間的安排與使用，會反映並且加強

了既有的社會關係，因此討論學校對於性別建構的作用力，不只從

教育組織或社會關係著手，同時也必須了解實質環境如何反映並創

造現實（楊清芬，2002）。畢恆達(2004：封面)在其《空間就是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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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指出：「生活的空間，訴說性別的語言，注入性別觀點，空間

也可以形塑新的性別關係！」 

 

實際上，環境—行為關係是一種相互關係：環境會影響並限制

行為，但行為也會導致環境的改變（攝筱秋、胡中凡譯，2003；Gilmer, 

2000 ; He, 2002; Leslie, 2003)。學生在校園中活動，除了課堂

中的課程會影響學生的思維及行為外，整個校園的空間、環境規劃，

也會影響學生。楊清芬（2002）認為，就實質環境而言，兒童的空

間經驗影響著個體的發展。學生一踏入校園，便受到校園中一草一

木的潛移默化，環境雖不會說話，但它對人的影響並不亞於有形的

課程。畢恆達（2000a）及楊清芬（2002）皆指出，教育理念和空間

環境無法絕然劃分，空間形式也不是超然客觀存在於我們之外；空

間就像語言，是社會的建構；空間的安排與使用，反映並且加強了

社會中既有的性別、種族和階級的關係(Gilmer, 2000 ; He, 2002)。

因此，性別平等教育的落實，除了從課程中設計、規劃、推動外，

也應要重視性別平等校園空間的建立，從實質環境的改善，才能使

性別平等教育更加全面的落實。 

 

學生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環境主要以國民中小學校園為主，所

以學校建築服務的主要對象就是學生，學校建築應為教育學生而

設，校舍配置應是為教育學生而規劃的（湯志民，2000；蕭火在，

2004），因此學生對學校及其配置的滿意與否，可做為學校整體校園

空間規劃是否適當的指標；蕭火在（2004）提出，良好的校園環境，

有助於推展教育活動，在規劃校舍建築時，應考慮學生的身心發展

狀況、使用時的感受。張淑瑜（2004）在《臺北市國民中學性別與

空間規劃之研究》即針對國民中學之不同性別師生對使用校園空間

的感受與看法進行研究，研究發現在國民中學的校園裡，以男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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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的範圍較廣，感受到的不安全空間較少；相對的，女生所能

使用的校園空間較少、感受到的不安全空間或不便利的空間較多，

顯然國民中學的校園空間在規劃使用上是有性別差異的情形存在。

黃惠琴（2005）在《女教師與女學生的空間識覺研究：以高雄市的

高中為例》發現，不管是男校主體、男女合校、女校等三種男/女不

同比例的校園空間，女學生最喜歡的地方則以「自己的班級教室」、

「教室外的走廊」、「圖書館」等三個地方居多數，而運動場主要被

劃歸為「男性空間」，其現象尤以男女合校或男生比例較多的學校最

為明顯；另外其研究也指出，受男性主體所支配的校園空間，在空

間的需求上就較少會考慮女教師的需求，如「學校沒有擠乳室，需

要的時候，只能到廁所這般不適的空間」。楊清芬（2002）在其《國

小男生與女生的校園生活》所研究的資料顯示有幾個項目可能有著

性別差異，如：學校重要建築排序，選擇球場、運動場、電腦教室

的男生比女生多；而女生則多選擇音樂教室、圖書館、美術教室、

一般教室等；下課時最喜歡休憩的地方則是球場（男）與教室（女）

有明顯的差異。由此可知，男、女學生對校園空間的使用上是有性

別差異，但此差異的產生是天生如此，或是後天文化、環境所造成，

是值得進一步討論。 

 

從三篇論文中發現，不同性別對校園空間有不同使用上或認知

上的差異，其差異產生之因多數是由後天的社會價值觀與環境所造

成，因此打造一個對女學生友善的校園環境，首重認識女生的身心

發展特質、傾聽她們對校園空間的想法，才能建構、規劃出一個適

合女生發展、受教育的校園情境(Gilmer, 2000; He, 2002; Norgaard 

& York, 2005; Whyte、Deem、Kant & Cruickshank, 2002)。但可

惜的是，目前在校園空間與性別的研究上，選擇的校園環境仍多數

屬於學生課堂中所使用到的場地，如電腦教室、圖書館、教室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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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較缺乏整體校園環境的探索，另校園並非是單一類型的空間，

而是由各種形式或不同功能的空間所集合起來（如：動態運動空間、

靜態學習空間、休閒服務空間等），學生在不同的類型空間表現出不

同的行為模式；因此，本研究不同以往，將校園劃分為三大類型的

空間，研究的時間點為學生可憑自由意志作決定的課餘時間，分別

探討不同性別的學生對空間類型的選擇及在各類空間中的場地選

擇，透過交互比對，了解不同性別學生對校園中各類型空間的看法

與使用差別；此外，著眼於目前國民小學在校園各項環境規劃上，

往往是教師、學校行政人員經多次討論後決定，國小學生的意見並

無人詢問、採納，是否代表著國小學生對校園空間沒有知覺、沒有

體認呢？是故，本研究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想探討學生對

國小校園空間情境的看法與建議，了解不同性別學生選擇校園空間

的屬性，更藉由空間的使用者印象與自身對空間的選擇相互對照，

進一步探討校園空間中所隱含的性別意識型態，最後找尋出較適合

性別平等教育理念的校園空間之安排與設計。 

 

Kohlberg 的認知發展論認為兒童的性別角色概念一直到六歲

至七歲才會發展出「性別恆常」概念，而國外研究發現，男、女學

生對兩性特質的認知到十歲時才會達到高峰，直至青春期兩性特徵

出現時，男、女學生對兩性的認知與行為差異則趨於明顯。近年來

學生營養充足，成長快速，國小學生於六年級或更早即開始出現第

二性徵，也明顯提早步入性別敏感的青春期，加上處在資訊流通快

速的年代，國小六年級學生對校園中的各項事物均有自己的一套見

解與看法，實不該將其視為對校園空間及性別毫無概念的學生；國

小校園與國中校園在其規劃與運用上，會因學生身心發展的狀況而

有不同的考量，空間的設計安排上仍有其差異，因此，本文雖與張

淑瑜的研究有其相似之處，但仍不適合將國中的校園研究、建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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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套用至國小的校園空間上；另有鍳於在國小校園性別空間的文獻

探討仍屬少數，所以選擇國小六年級學生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盼

能深入探討國小六年級學生對校園空間的需求與使用經驗，並將結

果與國中的校園空間交相比對，提出適合國民小學校園空間設計與

安排的建議，俾利於規劃具性別平等教育理念的國小校園空間；復

由於研究者本身於臺北市國民小學從事教職，對臺北市較為熟悉，

故本研究以臺北市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依據問卷調查、實地觀察

等方法，進行「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之研究—以性別使用觀

點」，並嘗試以性別平等教育觀點提出國小校園空間設計、規劃的方

向與建議，以期做為國內國民小學校園空間規劃、發展的參考依據。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四： 

 

一、探討臺北市國民小學男女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校內活動空間的

現況與情形。 

二、研究臺北市國民小學男女學生對廁所空間與附屬設備的看法與

使用情況。 

三、了解臺北市國民小學男女學生對校園危險空間類型與造成不安

全因素的看法，並析論兩性意見的異同。 

四、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臺北市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校園空間之具

體建議，俾供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學校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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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下列問題： 

 

一、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對課餘時間所使用校園

空間之性別印象是否有差異？ 

二、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在課餘時間主要使用的

活動場地有哪些？使用類型是否相同？ 

三、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在課餘時間是否會因校

內活動空間中有許多異性，而降低個人使用該場地的意願？這

些空間為何？ 

四、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在課餘時間是否會因校

內活動空間距離教室太遠或不方便到達，而降低個人使用該場

地的意願？這些空間為何？ 

五、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對於馬桶形式、隔間形

式及附屬設備的偏好如何？是否具有性別差異？ 

六、臺北市不同學區、規模與性別的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對學校廁

所的便利性、舒適性與安全性的滿意程度是否有差異？ 

七、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對校園危險空間看法為

何？是否具有性別差異？ 

八、臺北市國民小學不同性別的六年級學生對造成校園不安全因素

的看法為何？是否具有性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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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在本研究中，主要的專有名詞有「校園空間」與「性別」，其重

要內涵敘述如下： 

 

壹、校園空間 

 

在學校建築裡頭，「校園」(campus)有廣狹二義，其狹義的範圍

僅指學校庭園，而廣義範圍則包含了學校內廣闊的範圍，包括校舍、

庭園、運動場地、遊戲場及其附屬設施。本研究所稱之校園空間採

廣義解釋，包括動態運動空間、靜態學習空間、休閒服務空間。 

 

動態運動空間：指學生課餘時，在此空間中主要是進行動態模

式的活動。如跑步、打球、玩遊戲等動態活動。因此，本研究的動

態空間有運動場、跑道、室外籃球場、室內籃球場、躲避球場、羽

球場、桌球室、遊戲場、爬竿、單槓、跳遠場地或沙坑與學生活動

中心等。 

 

靜態學習空間：指學生課餘時，在此空間中主要是進行靜態模

式的活動。如閱讀、下棋、上網、聊天等靜態活動。因此，本研究

的靜態空間有圖書館、班級教室內、教室外走廊等。 

 

休閒、服務空間：在此空間主要能提供學生休閒、服務的功能。

如談天、賞花、上廁所等休閒、服務活動。因此，本研究的休閒服

務空間有花園（庭園）、樹蔭下、川堂、水池邊、草地（草坪）、司

令臺（典禮臺、升旗臺）與廁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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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 

本研究所稱之性別，主要是融合 sex 與 gender兩義之內涵。sex

指的是男性和女性最基本的生理差異，是由性器官與基因而定，屬

於人口變項的一種；gender 係指個體除了因生物遺傳因素（如基

因、荷爾蒙等），所自然形成之男女性別外，尚受到社會因素（如父

母對孩子的期望、社會文化等）影響，在生理、心理、行為上表現

出普羅大眾所認定之男性、女性，屬於社會變項的一環。因此本文

所指之「性別」是以天生遺傳因素所造成的男性、女性為主，再以

社會文化對男性、女性的期許及影響為輔。 

參、性別與校園空間 

不同的性別其生理差異也有所不同，如男性多採站姿如廁，女

性多採蹲姿或坐姿如廁，就是因其生理差異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姿

勢，進而延伸出校園中的廁所就有不同的設計方式；社會文化對兩

性的期許也多有不同，如鼓勵男生勇敢、擔當，享有支配權，鼓勵

女生溫柔、乖巧，安於現狀，則此延伸出校園空間的文化霸權，如：

校園中的運動場、球場多為男生使用，但此並不代表女生不喜歡運

動，而是男生利用普遍內化的父權主義概念，認為他們有權評論女

孩子的身體，藉由身體的優勢或運動的技術來展現他們的男子氣概

（黃惠琴，2005）。本研究所討論之「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之研

究—以性別使用觀點」，係指以「性別」角度為出發點，探討不同性

別在學校生活中，對校園空間的感受及看法，除討論不同性別之間

所產生的使用差異外，更進一步探析的校園空間的生理（如廁所、

更衣室、哺乳室等）、心理（如空間的安全性、舒適性、便利性等）、

文化霸權（如：隱含父權主義思想的空間）等環境之設計、安排。

因此，本文重點在於不同性別的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的

種類與情形、對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的看法與校園危險空間及產生

因素的想法，了解「不同性別使用者」對「校園空間環境」的認知。 



                                                       第一章  緒論 

 11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及限制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在研究工具上 

 

本研究工具包括：（一）問卷調查法，用以調查臺北市國民小

學之六年級男女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對於空間規劃的需求與使用的

情形。（二）學校觀察記錄表：用以觀察學校既有的空間規劃及使用

情形。 

 

二、在研究對象上 

 

依據不同的研究方法有不同的研究對象： 

 

（一）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 

 

採用分層隨機抽樣原則，從 12 個行政區中，各抽取 1/3 的學

校數，再從抽取出的學校中，隨機抽取一班六年級；總共抽取 51

所學校，共 51 個班級，總共發出 1,350 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 1,345

位六年級學生（男生 705 人，女生 640 人），回收率達 99.6%，此作

為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對象，用以了解學生對於課餘時間使用學校空

間的看法、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的想法及校園危險空間與不安全因

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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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觀察研究對象： 

 

以所抽取的 6所公立國民小學學生為對象，在各校分別利用上

午或下午下課時間觀察學生在校園各空間活動（動態運動空間、靜

態學習空間、休閒服務空間）的約略人數，並了解學生在課餘時間

使用校園空間的情形、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的現狀及校園危險空間

與產生不安全因素的情況等三大部分。 

 

三、在研究區域上 

 

本研究所稱的「臺北市國民小學」係指辦理 6 至 12 歲第一階段

的國民教育，即國民小學教育的公立學校而言。至 2005年 12 月（九

十四學年度），臺北市 12行政區的公私立國民小學共計 153 所，其

中市立國民小學共計 143 所，而私立小學則有 10 所。本文係針對臺

北市共 143 所公立國民小學研究，不包括臺北市私立國民小學，或

其他各縣市、各級學校。 

 

四、在研究方法上 

 

教育研究方法主要可歸類成幾的類別：描述性、關聯性與介入

性（楊孟麗‧謝水南譯，2003）。本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中的調查法為

主要研究方法，再輔以文獻資料分析。調查法依蒐集資料的方法可

分為「問卷調查法」、「實地調查法」、「觀察法」、「訪談法」及「電

話訪問法」等五種（馬信行，1999）。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及觀

察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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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圍，本研究有下列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但

整個小學校園空間使用成員尚有國小一至五年級學生、教師、教職

員、社區居民，但囿於人力、物力、時間的限制，因此未能針對其

他使用成員的屬性，設計合適的問卷。是故，研究完整性會因無法

涵蓋校園內不同屬性成員的需求及意見而有缺憾。 

 

另外，本研究所探究之六年級學生性別取向，主要以兩性生理

上的差異作為區分，再以社會文化中對兩性的價值觀為輔，尚不包

括異性戀、同性戀等多元性別，因此對研究結果的推論性會有其限

制。 

 

 

二、就研究區域而言 

 

本研究限於人力、物力、經費，僅限於探討臺北市 143 所公立

國民小學，不包括臺北市私立小學，或其他各縣市、各級學校，故

研究所得的結果推論性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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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研究方法而言 

 

（一）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中，只以學生生理上的性別差異為自變項，

並未考慮父母的態度與期許、出生排序、及教師態度等其它變項的

干擾，因此，研究結果的推論性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實地觀察法 

 

在進行實地觀察時，因研究者限於人力及時間，僅就所抽選出

來的 6所學校進行觀察，所以無法了解到其他學校的六年級學生在

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的情形、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的現狀及校園

危險空間與產生不安全因素的情況，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會有誤差存

在。另外，由於下課時間短暫、校園空間廣大，在校園各空間活動

的學生人數眾多，年級混雜且流動性高，所以，在觀察記錄六年級

學生使用校園空間情形時，可能會出現疏漏與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