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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國內外相關文獻作分析與探討，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

節是性別平等之理念探析；第二節是性別與空間之研究；第三節是性

別與校園空間之探究。 

 

第一節  性別平等之理念探析 

 
國內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在七０年代時期開始萌芽，直至今日成

長壯大，與性別有關的議題也逐漸為人所重視，而 2004年立法院更

是三讀通過了《性別平等教育法》，為性別平等教育的推行奠定了法

源基礎，因此，性別平等相關的理念論述是值得吾人再進一步探究。 

 

壹、性別的意涵 

 

性(sex)或性別(gender)，是談論性別議題時最令人感到困惑的

專有名詞，Archer 與 Lloyd 在(2002:17)與簡皓瑜譯（2004：50）在

《性與性別中》提到，「性別」(gender)一詞，最初乃是由希臘詭辯

學派於西元前五世紀所使用，以指稱劃分事物名稱為三種分類：陽性

(masculine)、陰性(feminine)和中性(intermediate)的分類基礎。

但今日除非意指性行為，只要是談論到性別的理論、性別的議題，都

是使用「性別(gender)」一詞，而非「性(sex)」。目前很多的學者專

家對性(sex)和性別(gender)的認知都有獨到的見解，以下即先羅列

國內外學者對性別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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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or 與 Sikes(1993:5)：性(sex)通常是指男人和女人最基本

的生理差異—在生殖器官和生殖能力方面的不同。性別(gender)是指

男人和女人之間所有的差異是不同於基本的生理構造。指的是由社會

和文化所造成的行為模式，以及在特別的歷史或社會事件中表現出身

為一個男人或女人該有的社會特徵，性別是由社會所造成的。 

 

Wood(2001:19-21)：性(sex)就是由生理特徵(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及基因特質(genetic qualities)來區分男性與女

性；性別(gender)是社會、象徵性的創造，性別的成長就是社會價值、

信念等生活方式的累積與組織，文化建構出性別(gender)，性別是生

理上的性(sex)融合社會文化意義所形塑出來，不是天生如此，而是

是社會創造的產物。  

 

Richards(2005:200-201)：不同的國家、不同的文化與社會，建

構出不同的性別(gender)文化與權力。 

 

Trautner(2005:773)：組織文化提供一個強而有力的性別規則給

男性、女性依循，以表現出合宜的性別(gender)角色。 

 

Kane(2006:150-151)：性別是可以透過種族、社會階級、社會意

識性別取向、父母的行為等各項因素建構出來，是一段性別形塑的歷

程(gendering process)。 

 

劉秀娟和林明寬譯（1996：7）：性(sex)是生物學上的語彙，一

個人是男性或是女性，是因他的性器官與基因而定。性別(gender)

是心理學上與文化上的語彙，是個人對男性化與女性化的一種主觀感

受，性別可以說明社會對男性行為和女性行為的一種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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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1998：77）：從卵子受精開始以至出生，男、女都極為

相似，男女在生理上除了生殖器官與性荷爾蒙的比例不同，其他像肌

肉、骨骼、腦部結構等都沒有太大差別，除了生理結構上的少數重要

差異外，許多差異其實是由學習得來的，是被後天環境塑造而來的，

這也是性別(gender)的由來。 

 

許祝齡（2001：4）：性別乃是指因社會、文化所形塑而成的性別，

各種性別不平等的社會現象，乃是來自不同性別在社會文化上的差

異，及社會基於兩性生理上的差異所衍生出的性別信念，這套信念除

了反應社會對兩性的角色、地位、特質及行為的界定，亦隱含潛藏在

社會結構下兩性不對等權力及關係。 

 

黃小鳳（2001：6）：性別(sex)指的是生物學上的分類，人依其

出生時的性器官和基因的不同，而被標予男性(male)或女性

(female)。 

 

黃國儀（2001：1-6）：就生物學上的觀點來界定的「性」，是指

生育的性，主要探討懷孕、生育有關的性生理解剖及性生理過程；性

是人類與生俱有的一種本能，使種族可以繁衍，生命得以延續。從社

會行為學角度來論「性別」，乃強調性別是一種精神現象，一種行為，

其中包含生物的性和性認同，即個人對男性或女性的感知程度，是會

受文化影響的。 

 

楊宜憓和高之梅譯（2002：10）：性(sex)是一種生物學的詞彙，

主要是指在身體細胞中所帶有的特定染色體。染色體中的第二十三對

是性染色體，分別是 XX（女性）和 XY（男性），而這（正常的情況下）

將形成兩種不同的身體發展，最後我們稱之為女人和男人。因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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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只是大略地形容染色體的形式。性別(gender)是性的社會顯著

性，這是指在一特定社會中與男人和女人有關，或是他們被期待的一

群行為與特徵，這也是我們對男性化與女性化的概念。 

 

徐西森（2003：31）：性(sex)是生物學領域的語彙。性別(gender)

是心理學領域與社會文化層面的概念，性別是每個人對於自己或他人

所具有、顯露地男性化與女性化特質的一種主觀感受。 

 

晏涵文（2004：160）：「性」是生物學所使用的語彙，一個人是

男性或是女性，可以根據他們的性器官與基因來加以判定，係先天所

賦予的生物特徵。「性別」是屬於心理學和社會學的範疇，除了個體

對自己或他人特質賦予男性化或女性化的主觀感受外，更呈現社會文

化對於男性或女性行為的期望或評價，為後天建構下所行程的角色。 

 

張淑瑜（2004：15）：從生物學界面上，生理性別(sex)是個體在

基因、荷爾蒙、生殖構造上所表現出的特質。從心理學與社會學界面

上，社會性別(gender)是個體由於生理因素或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而表

現在性格、行為等方面的特質。 

 

綜上所述，性(sex)指的是生理上的差異，是先天所造成；透過

基因的排列組合，因而產生不同的性別及其生理上的差異。性別

(gender)由後天文化所造成，個體因受社會文化因素、或他人的期

許，而表現出社會中所認可的性別模式，而性別意識成長的過程，就

是社會價值發展的脈絡，性別是一段歷程，是社會文化的集合體。在

兒童性別成長的過程中，父母、教師與社會大眾會因其生理上的特徵

與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引導兒童發展出適合自己性別的行為模式，稱

之為「性別角色」，以下即再進一步討論性別角色形成之理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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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角色發展的相關理論 

 

「角色」是一社會學的術語，是指佔據某個特定的社會位置所應

具有的一種行為、責任與期望（楊宜憓和高之梅譯，2002）。晏涵文

（2004）提到，「角色」(role)是指一個人在其所占社會位置上，所

擔任的任務和從事的活動，其任務與活動包括兩種不同的層面：一種

稱為「角色期待」，為社會所期待的活動；另一種則稱為「角色表現」，

為個人所實際從事的活動。男女童一出生即因生理性別的差異而被不

同的教導學習社會上既定的性別角色，一套依據社會標準所制訂的有

關男性和女性的信念（許祝齡，2001）。Measor 和 Sikes(1993)也指

出，性別角色（sex role）指的是社會對人們最基本的期待，因為身

為一個男人或女人，社會便會期待他表現出所扮演角色應有的行為、

意象或態度模式。在新興的性與性別心理學中，男性與女性被視為是

社會所建構的產物，他們藉由自我表現出來的性別類型來確定自我的

性別，並且在不同的社會角色和位置中，表現出男性或女性的特質；

然後，持續地表現這些行為或特質，好讓自己能滿足於內在的自我一

致性需求，並且符合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舉凡「男主外，女主內」、

「男性剛強，女性柔弱」等，皆是社會對於男、女性別行為的評價，

稱之為「性別角色」（洪淑敏，2003；晏涵文，2004；Wood, 2001）。 

 

張春興（1996）認為，性別角色(sex role）指被社會大眾視為

代表男性或女性的典型行為與性格，符合社會大眾願望與理想的男性

或女性的典型行為與性格，此定義有二：其一是指一般人對男性或女

性的實際看法，帶有相當傳統習俗色彩，故而被稱為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sex-role stereotype）；其二是代表或一般人對男性或女性行為

或性格特徵的一種願望，帶有相當理想色彩，稱為性別角色規範

(sex-role norm)。所以可知性別角色(gender role)指涉兩性被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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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性的特徵；個人以其生理性徵為認同基礎，強調基因與荷爾蒙對

兩性的智力、行為與認知態度上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性別更

是個人認同、價值與權力的來源（楊宜憓和高之梅譯，2002；賴友梅，

1998；Wood, 2001）。 

 

劉秀娟（1999）認為，生理的性別雖為父母的染色體所決定，但

是性別角色的建構卻需透過成長、發展及社會化的歷程學習而來。王

敏如(2000)指出，兒童在從事與自己性別角色相關的活動中，會因父

母、教師、大眾媒體及同儕等給予的酬賞鼓勵、或懲罰，促成其性別

角色的分化發展，進而影響或改變對兩性行為的認知。黃小鳳（2001）

認為，性別角色(sex role or gender)則與社會文化有關，是文化所

界定適合於特別性別的行為。因此可說，性別角色是一群特質，在社

會傳統中，眾所公認的男性或女性應有的行為；此特質必須是社會文

化所認同及區分的兩性行為模式，包括內在態度、觀念、人格特質、

偏好、樂趣，以及外顯的言行、服裝（高嘉慧，2001）。由上可知，

性別角色就是個人依照社會所界定的行為規範，透過性別形成的過

程，學得許多與性別有關的人格特質、態度、偏好和行為，藉此明示

他所歸屬的性別之特質，一般對性別角色的看法大致可分為兩類：一

為將性別角色視為「在社會文化中，用以區隔男女差異的特性」，如：

男生數理較強、女生則是語文較拿手，為性別角色表現之層面；另一

則為「被社會文化所期待之適合於男性或女性的行為」，如：男性化

的人格特質多與工具性和主動性有關，女性化的人格特質則與人際關

係、情感表達等有關，此為性別角色期待之層面（晏函文，2004； 

Gilmer, 2000; Grossman & Grossman, 1994; He, 2002; Wood, 2001）。 

 

Turner 認為，個人角色的扮演乃植基於文化架構及民俗的一致

性規範；當個人與他人互動時，會立即浮現出角色概念庫(sto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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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念 

審思考量 

驗證 

對方的角

色扮演與

角色納取 

角色扮演 

角色納取 

knowledge)；而且在同一文化裡，人際之間也會產生互為主觀的共識

性（引自徐西森，2003：60）。徐西森（2003）談到 Turner 的角色理

論（如圖 1）是從符號互動論的觀點，來詮釋性別角色概念化的歷程。 

 

 

 

 

 

  

圖 1：Turner 的角色理論 

資料來源：Turner, 1988；引自兩性關係與教育，徐西森，2003，60

頁。 

 

國外針對小學2至7年級517位學生對男女特質的認知調查研究

亦顯示，四年級以前的孩童，對於男女性特質的認定並無很大的差

異，兩性化特質在學生四年級時到達高峰，年少的兒童很難將男性化

特質跟自我連結(Absi-Semaan, Crombie & Freeman, 1993)。

Alexander 與 Hines（1994）在研究中發現，即使遊戲活動一樣，學

生也會傾向於和同性互動，隨著認知能力的增加，學生了解到同性是

屬於自己的團體，故其指出性別標籤才是學生同性傾向的主要因素。 

 

Powlishta（1995）針對 8-10 歲兒童所進行的研究亦顯示，並非

男、女童對兩性的特質有不同的喜好，而是有同性的偏好，不論男、

女童都較喜歡自己的性別特性。雖然在社會化過程中學生有明顯的同

性偏好及性別分離的情形，但仍會受空間距離的遠近與其社會關係的

影響，研究也指出，有時男女童間的空間距離，並不因性別文化差異

而疏遠。Kulik(2002)指出，對於兒童或青少年而言，在成長歷程中

文化架構 

民俗的一

致性規範 

角色概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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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並無明顯的的工作或生活經驗，來決定其性別角色的態度傾向，

但是父母的職業以及在家庭中出生的排序等，均會間接影響其所屬的

性別角色發展。 

 

周淑儀（2000）在《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兩性平等教育

進修需求》研究中指出，性別角色內容包括以下層面： 

 

1. 生物學上的性別：生理的不同而產生性別差異。 

2. 活動和興趣：包括玩具、遊戲、職業、家務工作，以及成就

領域，例如語言、數學和空間能力等。 

3. 個人、社會屬性：包括人格特質和社會行為型態，例如攻擊、

支配性、依賴、養育性等。 

4. 以性別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包括朋友、性伴侶、模仿或認同

對象，以及依附對象的選擇都是性別化的指標。 

5. 典型和象徵的特性：是指隱含性別的手勢、非語言行為、語

言型態以及象徵的型態和屬性。例如：姿態、聲音大小。 

 

綜上所述，兩性「性別角色」的成因除了有以生理性徵為認同基

礎外，社會文化的影響也不容小覷，因所有的人都是在一定的社會模

式下生長，受到社會各式文化的薰陶，以社會上所認同的方式生活。

所以，皆下來將從「心理動力論」、「認知發展論」、「社會學習論」、「性

別基模論」四大觀點來探討性別角色的形塑。 

 

一、心理動力論(psychodynamic theory) 

 

精神分析心理學創始人 Freud 解釋，個體性別角色心理發展，主

要是經過認同的歷程。所謂認同（或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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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Freud 的說法，是指個體在潛意識(unconcious)（指潛伏在意識層

面之下不為個人自知的意識）中，以他或羨慕的人為榜樣進行模仿的

心理歷程。兒童經由認同形成其性別角色，一般是在 3～6 歲之間。

按兒童心理傾向的不同，又分前後兩種認同：前者，由於三歲前餵養

撫愛嬰兒者多為母親，故而此時期的幼兒，無分男女均依賴母親，而

在行為上均向母親認同。Freud 稱此種最初的認同為依賴認同

(anaclitic identification)。此後，一方面由於父母的教養方式與

性別角色期待，要求兒女在行為上分別向父母親模仿學習，另方面由

於兒子對母親原有的戀母情結，女兒對父親原有的戀父情結，在五歲

左右化解，故而男女兒童各自分別向父母的行為模仿認同，終於形成

他們的性別角色（洪淑敏，2003；徐西森，2003；晏涵文，2004；張

春興，1996；黃馨慧，2003；Wood, 2001）。 

 

二、認知發展論(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Kohlberg 認為兒童之所以認定並接受自己的性別，乃是他主動

認知而將自己作性別歸類的結果。Kohlberg 的認知發展論而言，認

為兒童要經歷以下三個階段，才會形成完整的性別角色概念（林秀

芬，2000；洪淑敏，2003；徐西森，2003；晏涵文，2004；張春興，

1996；黃馨慧，2003；Shaffer, 1996; Wood, 2001）： 

 

1.基本性別認同階段(basic gender identity) 

兩歲到三歲之間。兒童能夠了解自己或別人的性別為何，亦即知

道自己是男孩或女孩。 

 

2.性別穩定階段(gender stability) 

三到六歲之間。在此階段，兒童才逐漸了解到性別是維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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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男孩長大後不可能變成一個女人，反之亦然。 

 

3.性別恆常階段(gender consistency) 

六到七歲之間。性別概念自此發展完全。兒童完全了解到性別是

不會隨著年紀或情境的改變而改變。即使男孩穿了女孩的衣服，他也

還是男孩不會變成女孩。 

 

在性別恆常階段之後，才是達到完全的性別認同。性別發展至第

三階段，一般兒童均將在行為上主動表現出男女有別的傾向。此後，

兒童會花更多的時間注意典範的行為，然後發展出更多的性別偏好。 

 

三、社會學習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 

 

按社會學習論，無論是性別角色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或是角色規

範，都是個體在生活環境中受楷模人物的影響而模仿學習來的（徐西

森，2003；張春興，1996；黃馨慧，2003）。社會化重要功能就在教

導個人對生物性別加以內化，並培養所謂男性、女性應有的社會行為

及態度（賴友梅，1998）。Thorne 在 1993 年的觀察支持了性別是社

會所建構出來，他認為假如男生和女生有差異，他們不是一出生就有

差異而是被社會所製造出來(they are not born but made that 

way)。Wood(2001)指出，個體透過溝通和觀察來學習男性化

(masculine)與女性化(feminine)特質，兒童會透過他們的眼睛、耳

朵學習電視上、父母親與同儕間的行為，來建構出自己的性別角色；

Szegedy-Maszak（2001）也提出，典型的性別行為形成，其實是「取

決於增強物的劑量」（dosage dependent）。社會學習論強調環境對兒

童性別發展的重要性，事實上，放到社會環境的脈絡裡，社會文化會

根據性別，為其所屬個體規劃行為腳本：此時，性別角色是性別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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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來的行為期待（洪淑敏，2003）。 

 

何春蕤（1998）指出，對於性別角色的概念，往往是經由社會的

強化所塑造出來的，是社會標準長期塑造而且要求出來的結果。要言

之，生理的性別雖為父母的染色體所決定，但是性別角色的建構卻需

透過成長、發展及社會化的歷程學習而來（徐西森，2003；劉秀娟，

1999）。 

 

社會學習論認為，個人不僅從自己的行為結果中學習，也從觀

察別人的行為結果來學習（晏涵文，2004）。所以，對男性應扮演什

麼角色行為，女性應扮演什麼角色行為，這種性別角色的分化常與社

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有關，透過文化的傳承及社會化過程，使得人的

行為受到性別角色分化的強烈影響，而造成社會角色對兩性各有不同

的限定（黃小鳳，2001）。 

 

四、性別基模論(gender schema theory) 

 

Bem 認為性別基模從幼兒時期即開始形成，孩子會根據性別基模

評價文化與社會信念對性別的差別待遇，以發展符合他或她的行為表

現、態度及個人特質（引自晏涵文，2004：166）。因此，在兒童的性

別基模中，存在著（由學習而來）一些有關人或事物與性別特徵有關

的概念（如人的形貌與物的功用等），只要他遇到這些人或事物，就

會按基模的架構去處理分類，納入他的記憶之中。性別基模隨年齡增

長而擴大，除了將周圍的人按其性別特徵分類處理之外，對所有的事

物帶有性別差異特徵者，也分別予以不同的處理（洪淑敏，2003；徐

西森，2003；張春興，1996；Woo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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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性別角色的成長，是兒童透過潛意識的認同、認知發

展的階段、社會的學習模仿及自我角色資料庫的建立，而慢慢塑造出

屬於自己的性別角色。 Davison(2004)指出，兒童性別角色的發展，

是一段個人與文化成長的歷史，這段歷程是經由複雜的社會及個體發

展所建構成；由此可了解，性別角色是兒童在社會中經由學習、模仿、

分類形塑而成。另外在上述四種理論中，心理動力論除探討兒童生理

特徵演化出的性別角色外，較著重在兒童的心理層面發展，是與其它

理論相異之處；進一步比較四種理論的性別角色發展過程，均會發現

兒童的性別角色概念皆由最初的生理特徵來劃分，直至兒童自己的性

別概念發展完全後，始加入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此時，兒童的性別角

色逐漸趨向社會所期許的模式發展；因社會固有的文化形成了兩性在

性別角色行為上的差異稱之為「性別差異」，性別差異產生的原因及

所造成的性別行為或認知模式，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參、性別差異與性別刻板印象 

 

兒童的性別角色在逐漸發展成熟後，便會日益受到社會性別價值

觀的影響，兩性的性別角色該如何表現才合宜，社會上已有既定成俗

的規則。以下及探討社會上對兩性所存有的性別差異與性別刻板印

象，剖析其對兩性角色、行為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一、性別差異(gender difference) 

 

自古以來，東西方皆普遍存著「男女有別」的觀念（黃國儀，

2001）。從得知嬰兒性別的那一刻開始，父母就朝著兩個不同的大方

向塑造小生命（何春蕤，1998； Wood, 2001）。Grossman 和

Grossman(1994)認為，性別差異不是一下子就會馬上顯現，它是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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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發展，直至成人為止。其實，年幼的嬰兒在剛

開始並沒有明顯的行為差別，但父母對嬰兒行為的各種回應增強兒童

在行為上兩性的差異。對女孩而言，父母多採取保護的態度，但是對

男孩則採取較粗魯的動作；另外，在名字的選擇也有很大的區別，男

孩的名字透露著人中之龍、為他人謀福利之意義，如「建國」、「震宇」、

「家豪」，顯示家庭對他殷切甚至過度的期待；女孩子方面，從早年

相信下一個是男孩會更好的「招弟」，到現在乖巧討喜、服務他人的

「淑芬」、「美珍」，可看出雙親對女孩的人生期望是較為保守的（何

春蕤，1998；黃怡瑾，2002；Kulik, 2002; Powlishta, 1995）。 

 

性別就是人與環境互動的開始，Thorne(1993)提出，有些人可能

受到沈重社會壓力影響而不能以最原始天性表現出來，尤其是那些在

玩的時候表現較像女生的男生。很多人在一些預定的想法裡會認為男

生就要像男生，女生就該像女生。很多學者專家指出，男女是有差別，

其性別差異主要產生的因素有以下幾項（林麗珊，2002；黃木蘭，

2005；黃國儀，2001；黃馨慧，2003；楊宜憓、高之梅譯，2002；Grossman 

& Grossman, 1994; Gupte, 2002; Measor & Sikes, 1993; Wood, 

2001）： 

 

（一）生物學的角色 

生物決定論者，認為男人、女人之間的態度、潛能和性情等差異，

主要都是由生物因素所造成。此種性別差異的生物性解釋通常集中在

荷爾蒙、基因和演化的因素，他們是決定性的、化約的，而且認為從

生物經過心理到社會現象是有一條因果的路徑；其論點主要有二：  

 

1.荷爾蒙的影響 

有些人認為性荷爾蒙（雄性激素、黃體激素和雌性激素）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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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和行為有直接的影響。有研究指出，Y染色體會促使男人分泌

較大量的男性荷爾蒙（睪丸酯酮），而男性荷爾蒙會使男人肌肉較發

達，體力較好。 

2.基因與演化的因素 

男女之別，使於染色體的組合，這是生理上絕對的差異（表 1），

女性為 XX，男性為 XY。隨著生物科技的進步，已經使得越來越多跟

基因物質有關的複雜性研究得以進行，很多研究發現，基因控制著許

多人類的屬性和行為。其中跟性別有關的研究發現，男性的攻擊行為

也是基因決定的。 

 

表 1  男女兩性生理上絕對的差異表 
          性  別     

生理差異 男    性 女    性 

基因 XY 染色體 XX 染色體 

內分泌 男性荷爾蒙 女性荷爾蒙 

性器官 陰莖、睪丸、輸精管 陰蒂、陰道、卵巢、輸卵

管、子宮 

第二性徵 喉結、射精、乳房平坦 月經、乳房變大、皮下脂

肪增多 

平均身高 較高 較矮 

平均體重 較重 較輕 

平均肌肉力量 較大 較小 

資料來源：整理自 1.兩性教育：揭開男女神秘的面紗，黃國儀，2001 

，3-16 頁； 

                2.性別與溝通—兩性差異與溝通，性別議題導論，

黃馨慧，2003，256 頁。 

 

（二）社會化的角色 

社會化是指人們做出適合當地文化的行為，主要研究以原始的男

性、女性特質為基礎，在社會組織文化中，融入社會文化、配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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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而顯現出來的行為與態度。其論點主要有二： 

 

1.性別發展 

Kohlberg 認為兒童隨著智力的發展，會用類別的形式來理解這

個社會，包括性別的類別。兒童大概到了二至五歲時，會開始了解到

人是可以用性別來加以區分的，每個人都只屬於其中的一類，而且不

能（正常地）改變所屬的類別。Shaffer(1996,1999)指出，個體性別

認同的發展與個體性別概念的理解，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正確使用性別標誌(sex lable)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幼兒，是透過符號表徵來代表物體、人的認知發展

階段。看到長髮披肩的、穿裙子的是女生；短髮、穿長褲的是男生。

此時，還不能確認自己的性別。 

 

（2）基本的性別認同階段(basic gender identity) 

此時期的兒童（大約是二歲半到三歲左右），能正確說出自己是

男生或是女生。但仍不清楚性別是固定、不能改變的特質。 

 

（3）性別穩定階段(gender stability) 

此時的兒童已可以明白性別是穩定的，也就是可以了解自己是什

麼性別，長大後仍維持同一性別。 

 

（4）性別恆定階段(gender constancy) 

此時的兒童，已能了解自己的性別不會因外表、穿著或活動、情

境改變而改變。在這階段裡，兒童已開始具有物體恆存性的認知能

力，知道女生留短髮、穿褲子，仍舊是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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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性別具有生殖器基礎階段 

這時的兒童，已經可以理解自己和同性相同處、和異性不同的身

體結構差異處。如：有陰莖的是男生，有陰道、子宮的是女生。 

 

2.生活經驗的角色：道德發展 

對女性來說，道德思考是受到家庭連結的特殊性，以及需求和責

任議題所限制，而權利和義務的影響較小。 

 

綜上所述，男女的性別差異，一開始即是由天生生理特徵及基因

所造成；而在人與環境互動後，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因而形成出適合

當地的性別角色，使兩性的行為、態度產生了性別差異。 

 

二、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ical) 

 

Grossman & Grossman(1994)指出，很多孩子，尤其是年紀更小

的孩子，是不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所影響。但隨著年紀的增長，社會

上固有的性別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ical)影響力也就逐漸增

加，就如在雜誌上所秀出來的男生、女生，因受到性別刻板印象標記

的影響，無疑地男生會收縮一個手臂的肌肉或手裡拿著一把玩具槍；

而女生則是穿著摺邊的洋裝或是拿著一個洋娃娃（Thorne, 1993）。

Wood(2001)認為父母親是以固有的性別刻板印象來對待孩子，並不是

以孩子的獨特性為出發點；晏涵文（2004）提到，根據社會心理學的

理論，刻板印象為人類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為了快速適應環境，將

具有共同特徵的東西加以分類，以幫助自己更有效率地了解、自然形

成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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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刻板印象，是指社會某一特定群體中的人強烈過度類化，認

為此群體具有某一些共同特質、或者共同表現出某種行為的信念，這

些信念在社會當中是所有人所共享的，而且是在成長歷程中必須學習

的一部份（林文瑛，2002；劉秀娟、林明寬譯，1996）。黃小鳳（2001）

認為，刻板印象(stereotypes)是指對人或是固定且過度簡化的概

念。刻板印象包含三個特性：訊息來源不正確或太有限、過度類化的

傾向、先入為主的判斷。由於性別角色是經由後天學習而來，因此個

體在其社會化的歷程中，若學習到社會文化所賦予性別的特定規範，

而對於性別角色及其行為的信念與態度形成一種固定、刻板和概化的

標記，並產生相對應的行為傾向時，即出現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林文瑛，2002；晏涵文，2004；劉秀娟，1999）。 

 

性別刻板印象從嬰兒出生後，父母根據嬰兒外在生殖器官差異而

給「男孩」和「女孩」的標記開始，便無時無刻影響其成長過程（晏

涵文，2004），如男孩的玩具大都為機器人、汽車，服裝顏色多以藍

色、棕黑色為主；而女孩的玩具則比較偏向洋娃娃、家家酒組合玩具，

服裝顏色多以粉紅色、紅色為主。 

 

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主要表現在其對於兩性的工作及能力、特

質、身體外表有不同的價值認定（許祝齡，2001；Archer & Lloyd, 2002; 

Gupte, 2002）。在兩性的工作及能力的刻板印象上，林秀芬（2000）

以國小四、六年級為對象，了解其對電視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的理

解及接受程度，發現接受學生普遍認為家事是女性的工作，即使是對

職業婦女來說；而男性是一家之主，主要負責家中重大決策及經濟，

做家事只是幫忙性質。 

 

在兩性特質部分，就男性特質而言，學生普遍認為男性需具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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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氣概，無法接受男性愛哭，認為愛哭的男生是娘娘腔（許祝齡，

2001）。在兩性身體外表部分，學生普遍認為愛美是女人的天性，男

性則不同，她們不愛漂亮，並戲稱愛漂亮的男生是不正常、娘娘腔、

同性戀、變態。但事實上發現，其中存在性別上的差異，男生比女生

更具性別刻板印象，對女性在身體及外表上要求更多。他們認為愛美

是女人的天性，所以會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並堅持女性身材需要求完

美，因為這樣男性才會喜歡，因為男性重視外表（林秀芬，2000；許

祝齡，2001）。 

 

在傳統性別角色上，男性和女性是不同的人格屬性，根據已有的

的研究資料顯示，約有十分之四的男人表現出陽剛的男性化特質，有

十分之四點五的女人表現出陰柔的女性化特質，而其餘的男女有十分

之二點五出現兩性化的人格特質（柯淑敏，2001；黃國儀，2001），

兩性人格特質之差異，詳見表 2。 

表 2  臺灣地區大學生對男性特質與女性特質的期待 

男   性   特   質 女   性   特   質 

粗獷的         膽大的 

剛強的         好鬥的 

個人主義的     豪放的 

偏激的         穩健的  

靠自己的       自立更生的 

隨便的         善謀的 

冒險的         有雄心的 

冒失的         幹練的 

獨立的         頑固的 

武斷的         嚴肅的 

浮躁的         主動的 

溫暖的        慈善的 

整潔的        甜蜜的 

敏感的        溫柔的 

順從的        被動的 

純潔的        端莊的 

心細的        文雅的 

伶俐的        依賴的 

動人的        純情的 

富同情心的    輕聲細語的 

保守的        拘謹的 

膽小的        天真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表 2  臺灣地區大學生對男性特質與女性特質的期待（續） 

男   性   特   質 女   性   特   質 

自誇的         有領導才能的 

競爭的         好支配的 

有主見的       行動像領袖的 

深沈的         粗魯的 

親切的        害羞的 

愛美的        善感的 

討人喜歡的    衿持的 

文靜的        愛小孩的 

資料來源：取自兩性關係學，柯淑敏，2001，66 頁。 

 

李卓夫(2000：22-23)在其《大學生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兩性平

權態度關係之研究》中指出，性別刻板印象的意義有以下三點： 

（一）它包含了與生俱來的性別差異。 

（二） 它是根據不同性別所發展出的認知及行為模式。 

（三）它是與傳統文化互動而形成的一種不易改變的態度。 

 

林文瑛（2002）指出，全世界超過一千五百個關於性別差異的研

究所得到的結論是，大多數的性別刻板印象只是社會迷思，並沒有真

實的基礎。Shaffer(1999)及針對社會常有的性別刻板印象進行批

判，如「女生比男生擅長交際」、「男性比較善於分析」等各類性別刻

板的社會現象，其說明及批判詳見表 3。 

表 3  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 

性 別 刻 板 印 象 事               實 

女性比較擅長交際 兩性同樣都對外來的社會刺激感到興趣，同

樣受學習和社會環境的影響，男性在某些特

定的時期比女性花更多的時間與同伴相處。

女性比較容易接受建議 沒有性別差異存在。男性有時比女性更容易

接受同儕的意見，甚至是原本和自己互相矛

盾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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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續） 

性 別 刻 板 印 象 事               實 

女性的自尊心比較低 男、女性在自我滿意度和自信程度上非常相

似，在關於自尊的人格特質上兩性亦無不同。

女性適合重複的工作 

男性適合決策性的工作 

男、女性在背誦、機率學習的能力和概念組

織的能力並無不同。 

男性比較擅長分析 任何分析能力測驗上均未顯示有性別差異。

女性比較缺乏成就動機 沒有性別差異存在，但男女均可能在乎不同

方面的成就。 

資料來源：出自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5th ed.), Shaffer, 1999, p.479. 

 

由表 3可了解，平日習以為常的觀念，可能就是社會上的性別刻

板印象所造成；很多誤以為兩性有所差異的地方，經實徵研究證實

後，會發現兩性在很多地方其實是沒有差別，甚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性別界線使男女生朝向不同的方向發展，性別意識形態所隱含的

不對等兩性關係，也使男女生在社會化過程中遭遇不同的處境。如上

述研究所述，大體而言，女生的社會化歷程因在父權體制下遭受諸多

的壓抑，在過去十幾年前，男生和女生所接受到的教育是有差別的

(Mckenzie, Prochaska, Sallis & Lamaster, 2004)，因而女生對自

身會較沒自信，會較在意他人的觀點，並認同男性價值（許祝齡，

2001；黃惠琴，2005；He, 2002; Mcguffey, 2005;  Trautner, 2005）。

也就是說，性別刻板印象是社會文化對兩性角色做過度推論、過渡類

化、先入為主的判斷，這樣的推論即使不正確仍為人所接受，且根深

蒂固的存在文化當中；或者繼續錯誤的因果推論，又或者產生了見樹

不見林的缺陷，因為忽視了個別差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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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內性別平等教育之發展 

 

基於社會中所存有的性別刻板印象，對性別角色成長過程中所造

成不平等的現象，世界各地均有人起身呼籲「兩性要平等的對待」、「打

破社會中的霸權文化」，因而逐漸開啟了性別平等的道路。衆觀國內

性別平等教育的發展，也於七０年代之後如火如荼的展開，推動性別

平等的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不斷成立，推動性別平等的稱謂也由

「婦權教育」轉變為「兩性平等教育」，直到現在「性別平等教育」

的出現，訴求的範圍與對象也逐漸加深、加廣，所顧及的層面已跳脫

出以往「婦女、女性的平等」，現所重視地是性別地實質平等，性別

平等教育的落實，以下及針對國內性別平等教育的發展加以論述。 

 

一、婦權教育 

 

臺灣自光復以及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較有

組織規模、以集體方式進行的婦女運動遲至七０年代以後才出現（蘇

芊玲，2002）。一般談到臺灣的婦女運動通常以呂秀蓮在 1972年所引

領「新女性主義運動」作為開端，呼籲女性要以破釜沈舟的決心和魄

力追求平權地位，而形成當時白領階級女性追求性別平等的時尚。在

此之後，新興的婦女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不斷地成立，如：1982 年

李元真等人創辦「婦女新知雜誌社」，在未解嚴的臺灣社會以雜誌社

的名義從事婦運工作，後來在 1987 年解嚴後，改名為「婦女新知基

金會」，是臺灣最早、最具組織規模的民間婦運團體；另外，隨著四

位堅強而勇於挑戰的女性學者，逾 1985 年篳路藍縷地創立了臺大婦

女研究室，1989 年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也跟隨在後成立了兩性與

社會研究室，引導當代婦女研究風潮，女性主義思潮藉此得以催化；

不但如此，女性主義思潮更在政治結構隨著解嚴的鬆動，而得以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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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胡藹若，2005；洪萬生，2003；謝臥龍，2002；蘇芊玲，2000）。 

 

從婦女人權運動的內涵來看臺灣的婦權教育，可發現其價值取向

是由一元走向多元。在 1949～1970 年臺灣婦女人權運動是由官方領

導的三大婦女團體：臺灣婦女會、婦聯會、婦工會所主導，此時期的

臺灣婦女人權運動是以官方—政府的價值為取向，屬於一元價值取

向；在 1970年發生「鍾肇滿殺妻事件」、大專聯考性別保障議題及呂

秀蓮於 1971 年以敲響「女界鐘」的使命感，主張臺灣需有積極的婦

女人權運動，促使臺灣社會正視性別議題，並引發熱烈討論，臺灣婦

女人權運動在價值取向上，則逐漸由一元價值轉變為多元價值（胡藹

若，2005；謝臥龍，2002）。 

 

由於臺灣婦女團體的努力，使得婦女的權益問題、兩性平權的互

動關係逐漸受到重視，這種由民間發起，主動檢視社會中所存在的許

多性別不平等現象，也影響到教育的發展重點，「性別平等教育觀念」

已成為現在教育上的重要議題。 

 

二、兩性平等教育 

 

兩性平等教育的推動與落實，與婦女運動息息相關（蘇芊玲，

2002）。受西方女性主義思潮與婦女運動的影響，加上解嚴後的臺灣

社會，講求尊重、開放、多元，在此時空下，性別論述茁然成形；傳

統的男強女弱、男外女內性別角色已漸漸動搖，兩性平等已成為主流

教育的發展重點（黃怡瑾，2002）。 

 

遠在八０年代末，當婦運者和婦女研究學者還在為婦女研究的

學術定位爭論不休之際，婦運團體和少部分女性主義學者已經開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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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欲締造兩性平等的社會，非得從基礎教育開始紮根不可（蘇芊

玲，2002）。1996年 11 月底發生「彭婉如事件」，該事件暴露了長久

以來全國治安的問題及婦女人身安全嚴重缺乏保障，立法院在強大的

民意壓力下，同年三讀通過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 1997年公佈

實施，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年應至

少實施四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其課程內容應即包括兩性

平等教育」，法案中明訂內政部應成立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設立性侵害防治中心。為因應此法案之要求，教育部也於

1997年成立了「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胡藹若，2005；許祝齡，2001；

黃國儀，2001；潘慧玲，2002，2005；蘇芊玲，2002）。 

 

教育部厚植兩性平等教育資源，建立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以實

現兩性平等的目標乃在 1997年 7 月頒佈《兩性平等教育實施方案》

（許祝齡，2001）。之後，教育部於 1998年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

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將兩性教育列為六項重大議題之一，融入七大

學習領域中（潘慧玲，2002）。直至 2004年立法院三讀通過所頒佈《性

別平等教育法》，為整個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奠立了法源基礎。 

 

在整個大環境發展的影響下，性別角色及兩性關係將是更活潑

多元，兩性平等教育勢必要進行（許祝齡，2001），透過教育方式對

現存社會不平等的現況進行改革，並更積極的促進兩性平等社會的實

現，這樣才能促進兩性和諧的社會。 

 

三、性別平等教育 

 

跨過 21 世紀的社會，逐漸朝向民主、多元的方向前進，除了人

口結構逐漸多樣化之外，整個大環境對「性」的了解與認同也朝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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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邁進；以往對「性」的了解停留在生物上的「男性」、「女性」，

慢慢地逐漸意識到社會文化對兩性的影響，而有「性別」的議題產生，

但也只停留於受社會文化所影響的「男性」、「女性」兩種性別，直至

「變性人」、「同性戀」、「雙性戀」等不同於以往眾人對兩性所理解的

詞語出現，社會上大眾才理解到人的性別是多元化、多樣化及複雜

化，在宣導相關的教育時，不該只侷限在基本的「兩性」，更應將性

別面貌的多樣性也強調出來，因而將之前的「兩性平等教育」更換成

「性別平等教育」。 

 

晏涵文（2004）提到，所謂「性別平等」並非是爭奪「權利」與

「義務」的平等，因為這樣必定會製造兩性的對立與仇恨；而是要爭

取「立足點」的平等，以促使兩性和諧相處為前提，減少刻板印象的

負面影響。因此，性別平等教育主要從事的工作有兩環：（一）假若

現狀的性別差異不是天生決定，而是由後天文化所造成，就應對後天

的性別文化之形成及運作提出分析和解決之道；（二）如果平等意味

著「拉平權力與權力的差距」，而不是「消弭主體性與潛能的差異」，

要做的就是重新分配資源和重新建構文化，以提供不同個體同等的尊

嚴和權益，以及更寬廣的發展空間（蘇芊玲，2002）。 

 

教育的各項施為中，因應著對於「平等」的不同思維，發展了四

種達成性別平等的教育模式（潘慧玲，2002：9-10）： 

 

(一)同化模式：這類模式假設男、女學生的特質基本上是相同

的，故如提供相同的教育機會、教育資源和教育目標，男、女學生的

教育結果應該也會相同。 

 

(二)缺陷模式：男、女學生的教育目標、資源和教育結果雖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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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但考量到不同性別的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可能在某一方面處於不

利地位，為了要達成相同的目標，教育計畫必須要補償這些不利的部

分，因而產生教育上的補償方案。 

 

（三）多元模式：除了認知到弱勢群體不利地位外，此模式尚主

張教育目標應依群體的特性而有不同；因此，教育思維應考量到特定

群體的特質差異，以使學習者的結果也可以多元。 

 

（四）社會正義模式：這個模式的假設認為人在某方面是相似

的，在某方面則是不同的。因此，人們在相同的方面必須被等同對待，

在不同方面則予以差別待遇。如此，相關的差異被尊重且被公平對

待，即可達成正義。 

 

綜上可知，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要求的不是齊頭式的平等，而

是能針對不同的性別差異、特質加以考量後，所實施的多元教學方

式、教學目標與教學環境的設計，則此才為性別平等教育所追求的實

質上的平等。Baxter(2005)指出，21 世界的學校應該追求的是「適

性化的教育」--無性別刻板化的教育、適性多元化的性別教育；學校

教育可能是社會文化的複製者，也可以是轉變社會觀念的領航者，唯

有將正確的性別平等教育觀念加以傳播出去，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

社會觀念也才有轉變的契機。 

 

透過文獻探討可了解到，性別不在只是〝sex〞和〝gender〞之

分，影響的層面也不是只侷限在個人本身特質之上，而是跟整個社

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相當大的牽連。性別角色和態度的形成可能

會受到家庭、社會、同儕之間的關係等眾多因素所影響，而性別角色

形成後所顯現出來的行為，將會再次透過各種方式影響到另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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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性別等相關議題的探究是值得繼續追求下去，唯有透過不斷的

研究、不斷的檢視，才能將社會中所存有的各種性別問題開發出來，

如此才能有進一步解決的方法，達到不同性別和諧相處的境界。 

 

伍、性別之相關法律條文 

 

近年來，由於人權意識高漲，性別平等的議題也逐漸受大家所重

視。在國家層級上，為了確保各性別的權力與性別間的平等及尊重，

首在 1998 年《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施行時，便將

「性別平等教育」歸為六大新興議題，此時，性別平等教育才算正式

落實到國民義務教育中，受到各教育階段的重視；另在 2004 年由立

法院三讀通過所頒佈《性別平等教育法》（全國法規資料庫，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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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制訂《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外，更在 2005 年分別制訂了《性別平等教育法施

行細則》（全國法規資料庫，2005a）、《性騷擾防治法》（全國法規資

料庫，2005b）及《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全國法規資料庫，

2005c），詳細陳述校園中所該注意到的各項性別平等教育理念，使校

園中的性別平等教育觀能更加落實。 

 

以下則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

《性騷擾防治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進行內容說明（全

國法規資料庫，2005b，2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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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 

 

（一） 立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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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制定本法（第一條）。 

 

（二） 重要涵意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內容包括「總則」、「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

教材與教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申請調查及救濟」、「罰

則」、「附則」等七章，共三十八條。其主要內涵如下： 

1.性別平等教育的定義：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

地位之實質平等（第二條第一款）。此所稱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指

任何人不因其生理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不同，而受

到差別之待遇（施行細則第二條）。 

 

2.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設置：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與學校都應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中央及縣市政府主

要任務是研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年度實施計畫，協調及

整合相關資源，辦理性別平等教育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等事項；在

學校則需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辦理學生、教職員工與家長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及教材，規

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其組成成員女性委員應占總委員

數二分之一以上，負責各項性別平等教育活動事項的審理及處理性侵

害與性騷擾等相關案件。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學校每

年參考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擬各項實施方案編列經費預算

（第三條～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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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資源：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 

境，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時，應就下列事項，

考量其無性別偏見、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等原則（施行細則第九 

條）：（1）空間配置。（2）管理及保全。（3）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及安全路線。（4）盥洗設施及運動設施。（5）照明及空間視覺穿

透性。（6）其他相關事項。而學校也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

特質及性傾向，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不利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

協助，以改善其處境，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

助。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主管

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

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為達到公平公正，學

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央與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第十二條～第十六條）。 

 

4.性別平等之課程、教材與教學：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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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

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不同性別之歷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

性別觀點。教師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

偏見及性別歧視（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5.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機制之建立：為預防與處理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準

則；其內容應包括學校安全規劃、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理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學校應依前項準

則訂定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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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請調查與救濟及相關罰則：學校違反本法規定時，被害人或

其法定代理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得以書面向行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

。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任何

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

第二十八條～第三十六條）。 

 

二、性騷擾防治法 

 

（一） 立法目的 

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之權益，特制定本法（第一條）。 

 

（二） 重要涵意 

性騷擾防治法的內容共分為「總則」、「性騷擾之防治與責任」、「申

訴及調查程序」、「調解程序」、「罰則」、「附則」等六章，共二十八條。

依其內涵可分為以下四大面向來說明： 

 

1.性騷擾的定義：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第二條）。 

 

2.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中央機關負責推展性騷擾防治業務，而直

轄市、縣（市）政府設置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直轄市市長、縣 (市) 長或副首長兼任；有關機關高級職員、

社會公正人士、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為委員；其中社會公正人

士、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其中女性代

表不得少於二分之一；其組織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第三條～第六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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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騷擾之防治與責任：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

防治性騷擾行為之發生。為預防與處理性騷擾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

訂定性騷擾防治之準則；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防治原則、申訴管道、

懲處辦法、教育訓練方案及其他相關措施（第七條～第十二條）。 

 

4.申訴、調查、調解程序與罰則：明定各項申訴流程、調查與

調解程序，使受害者能依循一定程序，申張自身之權力（第十三條～

第十九條）；而對他人實行性騷擾者，訂立相關罰則，警戒加害者，

第二十條指出，「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依加害的程度而有不同的罰

則規定（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 

 

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一） 立法目的 

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

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別或身體自主之知能 （第二條）。 

 

（二） 重要涵意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的內容包括「總則」、「校園安全規

劃」、「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

理機制、程序」、「附則」等五章，共二十九條。其重要內涵如下： 

1.學校所應採取的相關措施：依成員屬性的不同，擬定各種的措

施，以落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如針對教職員工生，每年定

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

效；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相

關單位之人員，每年定期辦理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鼓勵前款人員參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5

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

經費補助；利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

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鼓勵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或檢舉

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利蒐證及調查處理（第二條）。 

  

2.校園安全規劃：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學校應定期檢視

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管理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

全路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定期檢討校園空間

及設施之使用情形，並應記錄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

空間、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告及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以

利校園空間改善。學校應定期舉行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明會，邀集專

業空間設計者、師生職員及其他校園使用者參與，公告前條檢視成

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錄，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度（第四條～

第五條）。 

 

3.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針對學校內之教師、職員

及學生分別訂立明確的教學與人際互動相關事項，以維護自身及他人

之權益（第四條～第五條）。 

 

4.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理機制、程序：校園中若出現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時，被害人可依一定程序向學校提起申訴，而學校接

獲通報後應立即向所屬主管或機關提出通報，並做出相關的處置措

施。學校以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為收件單位，除有本法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調查處理。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於收件後，應指派專人處理

相關行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並應配合協助。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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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理。（第九條～第二十七條）。 

 

從《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性騷擾防治法》及《校園性侵

害與性騷擾防治》可得知，性別平等的概念已不再是政令宣導，而是

要實質落實到學生校園生活中，透過課程的規劃與設計、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的設置、空間的重新安排，希冀建構一個性別和諧共處、互

敬互重的學校環境。在法規裡，另外值得重視的是「性別平等校園的

空間規劃」，代表以往所謂的無性別校園空間論點，正逐漸受到挑戰，

這也反應出「性別」與「空間」、「性別」與「校園空間」的確有某些

關聯存在。學校是學生接觸最頻繁的地方，深受整個校園空間氛圍的

影響也最大。因此，檢視校園空間的性別觀，建構符合兩性需求的學

習環境，是相當急迫且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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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與空間之研究 
 

在「性別」議題受到關注的同時，「性別」與「空間」交互影響

下所形成的行為模式及態度，更是近年來備受矚目的焦點。在性別平

等教育法中，亦也提及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立安全之

校園空間，因此本文將探討「性別」與「空間」彼此之關係。 

 

壹、空間 

 

空間（space）是一次元、二次元或三次元所界定的範圍（湯志

民，2000，2002a）。空間就如同時間一樣，我們每日在其中生活、流

動與呼吸。任何的群體行為與個人思考都必須在一個具體的空間內才

得以實踐。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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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恆達，2001）。漢寶德

（2002）認為，在一空間下建築的紀念性，緊緊的依存著建築的造型，

是群眾情感的表現。我們必須換一個眼光來看形式的重要，它代表集

體生活的時間及空間的精神，具有永久性及地域性，是有機會存在的

必需品。因此，建築可說是身體的延伸，它拓展人們的體驗與生活，

不同的人們身處相同的空間會有不同的體驗與感受。 

 

以下我們將由地理學、及環境心理學等二個觀點來探討空間與

人、時、物、地的交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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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理學的空間觀 

 

地理學是有關社會和自然環境之間的研究（國立編譯館主譯、王

志弘、張華蓀、宋郁玲、陳毅峰譯，2005；黃應貴，1995）。主要有

兩個探討的重點：一、地理學探討社會如何塑造、改變，以及逐漸轉

變了自然環境，從原始自然環境的延展中創造出人文的形式，然後一

層層地沈澱疊覆於社會化的層次，直到形成複雜的自然—社會地景。

二、地理學也探討自然如何制約社會，在某種最根本的意義上，創造

了人群和原料，讓社會力量予以「加工」，形成文化，在持續的意義

上，則是替社會過程施加限制，並且提供物質潛能（國立編譯館等譯，

2005）。地理學中對於人與境與空間的互動中，有許多的地理思想學

派，可見圖 2： 

 

 

 

 

 

 

 

 

圖 2  現代與後現代人文地理思想學派：地理學有越來越多樣的

思想學派。 

資料來源：引自現代地理思想，國立編譯館主譯、王志弘、張華蓀、

宋郁玲、陳毅峰（譯），2005，14 頁。 

 

由圖 2可知，地理學派越往後期發展，學派也越多樣、多元化，

除原有的人文主義及區域地理學外，在探討人與空間互動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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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出現了女性主義地理學，透過女性主義的觀點，討論性別在空間中

所產生的行為模式，及空間對性別所產生的影響。 

 

在地理學派中的人文主義地理學及區域地理學，主要關注的是

「空間的存在性」，即是人與人、人與世界具有一個聯結關懷的共同

意象所形成的意義性網絡，而這就是所謂的「存在空間」。在這空間

中，「主體」乃是以其主觀意志而跟世界發生各種「距離」以及「關

係」，因此才能形成了「空間性」（黃應貴，1995；潘朝陽，2005）。

大衛․西蒙建議地理教師應領導學生去攝握環境經驗和行為一個新

的了解，那就是去問學生如何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運用他們的空間和

環境；去問或要求學生觀察自己每一天和「地方」、「空間」交融互動

的經驗，並且去問學生在自己每天的空間行為中能發現什麼，甚至也

可以詢問學生，他所熟悉的「地方經驗」是什麼（引自潘朝陽，2005）。

地理學演化至今，探討的重點不再是單獨的自然空間形式，而是社會

與環境、人與空間彼此的交相作用，就如國立編譯館等人（2005：4）

所翻譯的「現代地理思想」中提到，空間同時具有一般性和地方的特

殊性，彼此互為面向，或者，它們都是構成人文地表整體的面向。空

間的物理特性，以及地方的特殊性自然起源，是這種空間—地方互動

整合的層面。 

 

若於地理學中問起，空間是什麼，幾乎所有的論文都有意或無意

地承認空間是以自然的地理形式及人為所建構的環境為基本要素及

中介物（黃應貴，1995）。人文主義地理學中所探討的空間不是一個

點、一條線或單一個面，而是由無數的點、無數的線以及無數的面所

交錯形成的空間，彼此互有關連，透過這關連才能形成一個互有關係

的存在空間。潘朝陽（2005：93）對存在空間有一套見解，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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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空間」，由人透過其「主體意向性」建構而成。任何空間，不論其尺

度，對人而言，必根據人的主體意向來創造轉化而展現意義、凸顯價值之

後，才成為一個「真實存有」空間⋯⋯「存在空間」的實際運作之焦點，

即所謂「所在」(place，又譯為「場所」)。「所在」乃人們不斷地生發其

「存有意義」的地方。⋯⋯。「存在空間」和「所在」的關係，如車和其引

擎，車無引擎之動力則無法操作，而引擎若無車體，則不能彰顯其功能，「存

在空間」和「所在」的互動關係，亦然。 

 

華盛頓大學的地理學教授烏曼（引自國立編譯館等譯，2005）認

為，地理學主要的焦點是關注空間和空間相互的關係；而所謂的空間

互動，是指地表上地區間實際、有意義的人類關係。因此，人體的重

要性最主要的還是在於主體性能為個別不同的目的而轉變同質性空

間，並建構出不同的空間型態（黃應貴，1995）。 

 

而在後現代主義興起後，地理學所探討的空間意涵，也逐漸關注

性別元素（王志弘，1998）。對女性與地理研究群而言，地理學研究

幾乎都是以男人及其環境的角度來描繪人類（國立編譯館等譯，

2005），如公眾領域被認為是文化或社會秩序的象徵，其權力與地位

均高於自然象徵的家事領域（黃應貴，1995），而公眾領域的描述通

常以男性立場為出發點，而女人則因生育與哺育小孩而被綁在家事領

域上（Rosaldo & Ortner, 1974；引自黃應貴，1995）。因此，在 1984

年一群英國地理學家學會女性與地理研究群(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的女性主義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合作出版了《地理學與

性別》(Geography and Gender)，這本書主要探討早期的女性理論、

女性和空間的經驗研究，以及地理學中有關女人的調查研究（國立編

譯館等人編譯，2005）。由此，性別與空間的研究也逐漸為人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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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後現代主義地理學及女性主義地理學的論述均主張空間並

非性別中性，而是刻印著性別權力的關係，亦是性別權力的構成要

素；實質上，兩性的對立不只象徵文化與自然、公領域與家事領域的

對立，更是象徵著男優於女的不平等關係（王志弘，1998；黃應貴，

1995）。地理學重視的是空間中人、物、境互動的關係，透過地理學

的觀點，探討存於空間中的性別，會發現兩性關係的發展脈絡是從物

理的空間延伸至社會的空間，乃至心靈的空間，是整體的時空背景所

醞釀出來，決非個別存在的單一事件。 

 

二、環境心理學觀點 

 

環境—行為關係實際上是一種相互關係：環境會影響並限制行

為，但行為也會導致環境的改變（楊清芬，2002；攝筱秋、胡中凡譯，

2003）。黃乾全（2002）指出，人與環境交互影響，兩者皆可為主體

或客體；兩者也均有生命。兩者間存在著「相互依賴關係」，合則兩

利，分者兩蒙其害。黃文煜(1996)也認為，將環境教育觀念融入，使

學校環境能做為推動環境教育顯著課程之有效場所，同時兼顧良性潛

在課程影響是極為重要的。 

 

環境心理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此一研究領域興起於

1950年代，到 1970年代，環境心理學主要關心環境作為行為或心情

之決定性或影響性的因素；研究人造環境與自然環境、行為和經驗間

整體關係的學問（攝筱秋、胡中凡譯，2003）。著名社會心理學家 Lewin

場地論(fild theory)，以形式幾何學的圖式來描述人與環境，Lewin

認為行為(B)是人(P)與環境(E)互動的結果，可以 B=f(P,E)表示之，

（如圖3所示），人與環境相互影響，形成個人的「生活空間」(the life 

space, L)，生活空間是人的內在和外在事實的總和，包含了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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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環境，生活空間之外的「外緣」(the foreign hull, F)是世界

的一部份，尚未經人的知覺或意識併入生活空間，主要由物質和社會

環境中無關連的事實(alien facts)所組成（湯志民，2002a，2005）。

在現實環境中，我們的各種行為也是發生在環境所提供的各種情境

中，而環境是變動且包含資訊的（楊清芬，2002；攝筱秋、胡中凡譯，

2003）；是故，生活在環境中的每個人，會因其發展階段、對事物的

看法不同，而在生活空間中產生出不同的行為模式。 

 

 

 

 

 

 

圖 3  Lewin 的場地論 

資料來源：引自臺灣的學校建築，湯志民，2002a，499 頁。 

 

蕭火在（2004）認為，教育哲學家大師 Dewey 廣為人知的教育名

言「教育即生活」；即強調人類應在生活中學習，藉實際的體驗、操

作，去重組自己的環境經驗，建構環境知識；透過此培養環境態度與

價值，無疑是極佳之途徑。環境心理學也研究特定環境如何影響人

類，建築物的設計曾經一度只著重於建築物的外觀，而現在也會考慮

到建築物對使用者所造成的影響（攝筱秋、胡中凡譯，2003）。茲將

環境環境心理學研究的重要概念說明如下（吳長穎，2002；張淑瑜，

2004；湯志民，2000；蕭火在，2004；蕭秀玲，1991；攝筱秋、胡中

凡譯，2003）： 

 

 

P E F 

(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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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度(density) 

基本上，密度是一種客觀性、物理性的概念，通常會將密度區分

為兩類： 

1.社會密度(social density)：是指不同大小的團體在相同的空

間，亦即在相同大小的空間中，使用的人數有不同的改變。 

2.空間密度(spatial density)：是指相同大小團體在不同大小

的空間，亦即使用者的數量相同，而空間大小有所改變。 

 

（二）擁擠(crowding) 

擁擠與密度似乎是相類似的觀念，然而密度是客觀的，是單位

面積中個體數量的物理指標；而擁擠則是一種因空間侷限而引起的不

悅經驗，並非物理比率，而是個人定義、主觀的感受，兩者之間並無

絕對相配合的關係。密度並無所謂不愉快，但是擁擠大部分是不愉

快、負面的感覺，其差異主要為擁擠是個人主觀反應，來自空間太少

的感覺。Sears 和 Baron 等人認為，擁擠是指覺得被抑制(cramped)、

或是空間不夠(not having enough space)的主觀感受，或是個體在

人己之間需要更多空間和物質間距(physical speration)所感受不

舒適的心理陳述（引自湯志民，2000：75）。由上可了解，擁擠(crowding)

可說是一種負面感受的主觀心理狀態，每個人因自身的身心發展過

程、本身人格特質、喜好、預期或性別、經驗及所處的文化，對相同

的空間密度所產生的擁擠感受也會有所不同。 

 

（三）隱私性(privacy) 

Altman 將隱私定義為「接近自身或自己所處群體途徑的選擇性

控制（引自攝筱秋、胡中凡譯，2003：425）。」這個定義可分成兩個

方面來看，首先指的是個體想要隱遁的慾望，就是將隱私視作可以使

自己遠離人群的能力；另一個觀念就是一個人對別人採取開放／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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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的動態過程，這主要是為了把關於我們自己的資訊表現出來，透

過隱私性將環境予以個人化。Westin 認為，隱私性是一個社會單位，

包括獨處(solitude)、親密感(intimacy)、匿名性(anonymity)和保

留感(reserve) （引自湯志民，2000：76）。 

 

個人的空間和領域即是一個可以調節隱私性的行為機制；一旦環

境給人擁擠的感覺或者失掉了控制感，這就代表這個環境在調節隱私

性這點上未能做好。在某種環境中，我們看見別人或者被別人看見的

可能性增減，可以直接影響到我們對隱私性的感受，這指的是一種視

覺侵擾—也就是指隱私感。 

 

（四）領域(territoriality) 

個人或群體對空間的控制，並因控制的空間不同而持有的行為與

態度模式，就是空間的領域性。Altman 將人類領域的類型分為初級

領域、次級領域與公共領域三種（引自湯志民，2000：77）： 

 

1.初級領域(primary territory)：僅為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擁

有所使用，同時也是他們日常生活的核心，例如：住家、廚房、辦公

室等。 

 

2.次級領域(second territory)：是一個自己經常使用，但卻與

他人共有的空間，其控制權對佔有者而言比較不那麼重要，而且較有

可能改變或與陌生人分享，例如：常使用的球場、圖書館的置物櫃等。 

 

3.公共領域(public territory)：在這領域裡，每個人都有平等

的使用權，開放給任何具有特定之公共性質者的區域，例如：教室、

候車亭、游泳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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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空間(personal space) 

Sears 和 Smith 等人認為，個人將身體周圍的物理空間(the 

physical space)，也就是人們在不同的社會情境中，將彼此間所保

持的間距量(the amounts of sparation)，視為自身的一部份，這個

區域(zone)即稱之為個人空間（引自湯志民，2000：78-79）。 

 

人類學家 Hall 所描述的個人空間區域，以空間距離(space 

distance)為單位，由近至遠將社會互動的個人空間區域，分為四種

（引自張淑瑜，2004：34；湯志民，2000：78）： 

 

1.親密距離(intimate distance)（0～18 吋，0～45cm）：在這

一個距離之內，視覺、聲音、氣味、體熱和呼吸的感覺，合併產生一

種與另一個人真切的親密關聯。 

 

2.個人距離(personal distance)（1.5～4 吋，45～120cm）：是

大多數與他人互動使用之常見距離，移至比這一距離更近的距離時，

就進入了親密區域，會使他人產生不舒服的感受。Hall 同時認為，

在個人距離的區域內，近接的部分（1.5～2.5 吋，45～75cm）是保

留給親密朋友的，Hall 將這個區域視作親密和正式公眾行為之間的

傳統範圍。 

 

3.社交距離(social distance)（4～12 吋，120～360cm）：是通

常用於商業和社交接觸的，如坐在桌邊面對面討論、或茶會中之交談

等。 

 

4.公眾距離(public distance)（12～25 吋，360～750cm）：係

用於較正式的場合，演講、或與地位較高的人之間的互動時；在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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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中，溝通意見之管道比在前述各種區域任何一種，均要受到更多

的限制。 

 

由上可知，密度、擁擠、隱私性、領域和個人空間等，是環境心

理學中幾個相當重要的概念，Altman 將彼此的關係繪製成下圖 4（引

自湯志民，2000：80）： 

 

 

 

 

 

 

 

 

 

 

 

圖 4  隱私性、個人空間、領域和擁擠整體關係圖 

資料來源：I. Altman, 1975: p.7；引自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湯志

民，2000，80 頁。 

 

由圖 4可知，私密性是整個關係圖裡的主要核心概念，而個人空

間及領域屬於中介的調節技巧，若最後產出的隱私結果太少，就會讓

人覺得擁擠，產生太多不必要的社會接觸；反之，隱私結果若過多，

則會讓人覺得與社會疏遠，有與世隔絕之感。因此，必須透過適當個

人空間及領域等人際間控制技巧才能產出最佳狀況，就是個人所擁有

的隱私性會等於期望的隱私性。 

社會隔離（擁有的隱私性多於

期望的隱私性） 

人際間控制技巧 

․個人空間 

․領域 

․語言行為 

․非語言行為 

擁擠（擁有的隱私性少於期望

的隱私性） 

擁有的

隱私性

（結果）

最佳狀況（擁

有的隱私性

＝期望的隱

私性） 

所期望

的隱私

性（理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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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環境心理學探討的重點在於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相依

相存所產出之行為與態度，唯有探討兩者之間關係才是有意義的環境

心理學。從這可發現，不管是地理學上所探討的空間，或是環境心理

學上所談論的空間，皆是探究人類與所生存的環境、社會文化，交相

激盪後產出之火花，是個整體的空間學，絕非只是由點、線、面所構

成的物理環境。 

 

貳、性別與空間 

 

隨著女性主義的興起，空間中的「性別差異」也逐漸為一群女性

主義地理學者所注意。研究者透過女性主義典範的觀點去觀看社會世

界，在這典範中有一部份是強調性別差異，以及性別差異和社會組織

的關係，主要集中探討社會對於女性的壓迫，也讓一般性的壓迫現象

受到關注（邱泯科、陳佳穎、蔡毓智、姜馨彥譯，2004；國立編譯館

等人編譯，2005）。 

 

女性主義地理學探討社會所創造的性別結構，如何致力改變社會

以結束性別不平等的計畫裡，塑造和轉變了空間，其主要探討的議題

有四：一、女性主義都市地理學，研究的是向來被忽略的土地使用面

向，尤其是支薪工作的公共領域和家庭私人領域區隔的影響；二、女

性在公共領域參與的增加，主要是從勞動力的組成、女性就業模式、

區域不平等的角度來研究；三、家庭與支薪工作的分離，對女性使用

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影響，應強調基於性別的不平等；四、改變發展中

的世界，主張女性主義地理學者應重新考慮女性在改變發展中世界的

活動（國立編譯館等人編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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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ey(1994)在其《空間、地方與性別》(Space, Place and 

Gender)一書中談到，地理對性別建構會產生影響，性別關係的各種

變化則是產出想像地理和不均發展的重要元素；這裡的想法是，空間

一定要跟時間整合在一起，以時空(space-time)一體的角度來概念

化。這也暗示生活世界是個「空間的同時多重性」(simultaneous 

multiplicity)：交錯、交叉、並排對齊，或是以弔詭或敵對的關係

存在，因為空間的社會關係，是以不同方式被經營的，被處以不同位

置的人（包括觀察者，選擇空間參考架構的人）以不同的方式詮釋。

因此，一個空間中的性別發展，會因其所處之時間、空間、地域而有

不同的形式產生，有敵對、有合作、有衝突、有關懷，兩性之間看似

獨立，卻又是彼此交錯、互相影響、共存於同一個時空中。 

 

另外，Massey(1994)還提到當空間被構想為各種尺度上的社會交

互關係時，地方就成為交互關係裡的特殊接合或態勢，不會侷限於地

域，而是延展到全球。空間和地方的統合必須以不同角度重新思考，

視為群體或國族認同，但也是性別認同。在性別認同的意義上，她發

現西方的男性氣概和女性氣質二元對立，支持了時間和空間的區隔，

時間被被編碼為男性氣概（歷史、進步、文明、政治、超越），空間

則被編碼為女性氣質（停滯、被動、去政治化）。Massey(1994)試圖

挑戰這一切蠻橫的二元對立，她指出和地方一樣，透過交互關係，而

不是以強加的邊界來建構特殊(the specific)，意味了地域可以在彼

此之中呈現。由此可知，個人的角色認定是多重、多樣貌、變動、不

受限的，所以，社會文化中的性別二元對立，應該被拋棄、被改變的。 

 

不同的性別在空間中，會依其自身的性別角色、生理、心理的發

展，甚至是社會文化中既存的性別刻板印象，而選擇適合本身的活

動。Grossman 和 Grossman(1994)發現，女生較喜歡與她們的同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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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從事活動，而男生則傾向於個人獨力選擇的事項；女生通常喜歡在

合作的情境下學習，而男生則喜歡在競爭的環境中學習。由這可知，

不同的性別對空間的需求也不同，以下將探討性別與「動態運動空

間」、「公共廁所空間」及「危險空間」的關係。 

 

一、性別與動態運動空間 

 

在動態運動空間中，以體育活動為主，包括運動場、球場、遊戲

場、體育館、學生活動中心等（湯志民，2000）。知名的美國教育和

心理學家皮亞傑指出兒童的認知發展共會經歷四個階段，從感覺動作

期、到前運思期、再是具體運思期、最後發展至形式運思期，雖然每

人的發展速度不盡相同，但都會經歷此四階段（林清山譯，1997）。

孩子從一出生，便靠其肢體的觸覺認識世界、學習事物，加上人體的

發展是由大肌肉逐漸向小肌肉慢慢成熟，因此，可以發現玩遊戲、做

運動是兒童與生俱來的能力。 

 

「遊戲」是兒童生命的本質、學習的方式和探索的歷程，貫穿兒

童的生活並延伸至成人世界（湯志民，2002c），Isaacs 也認為，遊

戲是兒童的生活和手段，藉以了解其所生存的世界（引自湯志民，

2002c：3）。兒童透過遊戲來了解、探索社會的文化與價值，但不同

的遊戲經驗可能會隨之發展出不同的性別角色定位，所以，從玩具到

運動，遊戲活動均會有助於兒童社會化到各自的性別角色中（劉秀

娟、林明寬譯，1996）。 

 

男孩與女孩所參與的遊戲活動並不相同，女孩花費比較多的時間

在只要少量競爭與規則不多的個別活動上，而男孩則是被強烈地鼓勵

去從事具有高度組織的、複雜的，以及競爭性的團隊運動（楊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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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劉秀娟、林明寬譯，1996；Grossman & Grossman, 1994; Wood, 

2001）。Thorne（1993）的研究觀察發現，若從遠一點的距離來看運

動場，則這地方看起來就像是一個漩渦的總體，但是近一點來看，就

可以看出孩子在上面活動過程的雛形；男生和女生常會以慣見的性別

思考模式來區分。很多男生及零星的女生分割了廣大的綠色草坪，玩

著棒球、足球、美式足球。在女生所能支配的空間裡，玩的則是跳繩、

或跳格子、站成一圈聊天、或斜靠在校舍上。而在一般周邊的遊戲，

主要是以追逐遊戲為主，另外在跳格子、躲避球、手球、足壘球遊戲

中，男生女生會混合著玩。但不論是參與何種形式的活動，運動對男

性或女性來說，所帶來的有益效果都是真實的。  

 

運動參與的狀況有許多立即的與長期的影響，因此在 1989 年，

婦女體育活動基金會(Women’s Sport Fundation)分析了一個長達六

年的縱貫研究資料，研究的樣本來自 1980 年全美國就讀公私立高中

二年級的一萬四千多名學生，以分層抽樣方式取得。研究發現在高中

曾經參與體育團隊的學生顯得較受歡迎，參與較多的課外及社團活

動；高中畢業後四年，較多的正式運動員會比非正式的運動員積極地

加入團隊成長運動的俱樂部；而對白人及西班牙裔的女性來說，運動

的參與對其高中畢業後的升學最有助益，運動的參與可能幫助西班牙

裔的女性擴展其角色期待，不必侷限在傳統所強調的家務及哺育責任

上，女性的自信及幸福感將會明顯的提高（引自劉秀娟、林明寬譯，

1996）。Kramer 指出，從歷史的觀點來看，性別社會化的認定和參與

運動的程度是有一定關聯的(引自 Wesely, 2004：646)。Wesely(2004)

談到，透過身體力行參與活動的女性，將會對性別定義有新的詮釋，

而對自我的性別意識也會做進一步的審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1

Thorne(1993)指出，一個性別的劃分可以從學校運動場上看出

來，男性支配並架構性別本身的意涵--而這些所表現出來的行為就是

社會的架構。根據這樣的一個觀點，孩子在性別處理上已被社會化。

「玩」被當成了是行動的觀測器，而且是活躍的、不規則的、輕輕移

動，或是當成「有色彩的玩耍」，這些定義說明了性別關係複雜化—

多樣性而且矛盾的意涵。為了強調「動」(acting)和「做」(doing)，

O.E.D.這麼說：「『玩』(play)是引人注目的行為，『女孩追逐男孩』、

『cootie』、和『bra-snapping』的遊戲行為，相當真實地呈現『性

別扮演』(gender play)」（引自 Thorne, 1993:5）。 

 

總結來說，儘管運動參與對許多正向技能的發展顯然有相當的重

要性，而且女性在運動方面的參與雖然也有所增加，但是運動世界仍

是受到男性支配。的確，運動參與依然提供了許多男性性別認同的基

礎(劉秀娟、林明寬譯，1996；Thorne, 1993)。 

 

二、性別與公共廁所空間 

 

女性經常負責家中照顧幼兒和購物的責任，然而手中大包小包，

而廁所間內又往往沒有掛勾的設置，女性如廁真是百般困難，現在已

有許多男性廁所，在小便斗上方設有置物的平臺；女性廁所間內或可

設置相同的平臺（畢恆達，1996）。公共廁所帶給女性非常多的不便，

如大家所熟知的公共女廁普遍不足，顯然女性生理上的需要和特殊性

（如廁次數較多、有月經週期、衣服整理須較長時間等等）都沒有被

考慮到；加上公廁髒亂與危險導致婦女經常憋尿。（何春蕤，1998；

畢恆達，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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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廁數量會嚴重不足，一方面由於決策設計單位對於女性經驗的

無知與漠視，另一方面源於建築技術規則的不合理。我們期望新建建

築物或其他公共空間的女廁數量應較現況大幅提高。而有些公眾場

所，例如會議中心，不易預測參加人員的性別比例；國外已有先例，

在廁所內設計活動隔間，隨時因應參加會議的男女人數而機動調整男

女廁所面積的比例。至於有些改建不易的場所，則可彈性調整時間，

在男性用完廁所之後，由管理員或警衛在門口把關，讓女性進入男生

廁所使用；國外有許多風景區的廁所，則不設男用小便斗，所有的廁

所間不分男女廁。但反觀國內，公共場所中的女廁已經不足，仍然有

部分女廁還要收費。而男性上廁所小便卻可以免費，對女性而言，這

是雙重的歧視（畢恆達，1996，2004）。 

 

廁所是極少數男女有別的區隔空間，為了防止人們誤闖異性廁

所，因此需要容易辨識的性別標誌，然而廁所標誌已成為不斷複製並

加強社會中的性別差異與別刻板印象，最常見的廁所性別差異就是顏

色了，男廁是藍色（冷靜、理性），女廁是粉紅色（熱情、感性）；而

廁所標誌通常是人體、文字或是其它的符號、圖形（畢恆達，1996，

2000c，2004）。 

 

誠如上所言，男、女性因生理上的差異不同，在如廁過程中也產

生不同的行為模式，如：女性不管是大、小便一律只能進入一間間的

廁所「包廂」；而男性除非有排便問題，大部分時間是可以自由選擇

上廁所的形式（站姿、蹲姿或坐姿）；另一個因生理差異所產生的，

即是男、女性上廁所所需的時間是不相同的，女性因服裝、生理上的

特別需求（如月經等），上廁所的時間平間都比男生長。因此，常可

以看到一同進入廁所的男、女性朋友，到後來通常都是由男性在外頭

先等女性。凡此種種，要打造一個具有性別平等意識的如廁空間，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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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規劃者多份關心、體貼，了解不同性別的真實需求，才有可能打

造出符合兩性需要的廁所空間。 

 

三、性別與危險空間 

 

安全感常常是建立在對空間的充分認知，以及對環境的自信掌握

上。在這裡，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男女兩性在空間中能夠建立起多少

安全感，這感受是有很大的差異，而這種差異很大一部份和我們社會

空間規劃有直接關連，而空間規劃則又和性別角色的偏見有關。女性

長久以來內化了男性道德判斷的標準，連自己也限制自己的行動以達

到應有的舉止，以避免危險。但女性的安全和自由行走公共空間的權

力並沒有因此得到增進，空間中不友善的設計和危險地帶，並不因為

女性限制自己的活動時間和範圍就一一消失。不當的安排和設計繼續

在危害女性以及其他使用這些空間的人，整體空間環境對女性的管制

都如出一轍，女學生、女人都被迫要用消極的、自求多福的方式，來

對應身體邊不安全而有敵意的環境（何春蕤，1998；楊清芬，2002；

Wesely,2004）。 

 

依據環境設計防治犯罪的概念，影響婦女的安全感、性侵害犯罪

發生的空間設計有如下因素（畢恆達，2004；Thraves & Widdis,1999）： 

 

（一）照明：黑暗傳達了這個地區是不受到關心的訊息、讓人感

到恐懼、也提供犯罪發生的機會，照明的改善可以鼓勵人們在夜間使

用公共空間。照明的亮度其準則，照明的亮度其準則，亦即在與陌生

人眼光接觸之後，仍有足夠的時間進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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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線穿透與非正式而監視：如果因為尖角、牆、籬笆、灌

木叢等遮掩，以致無法看到行進路徑的前方與左右方，會讓人感到危

險。警察不可能無時無地存在，而非正式監視往往更能保障安全。讓

活動與活動能彼此看得到，因而減少犯罪的可能性。例如：將樓梯間

的窗戶開口加大，讓在巷道中行走的人可以看到樓梯間的活動；而陽

臺、樓梯間活動的人，也看得到在巷道中的行人。 

 

（三）行動預示：行進的時候如果可以事先知道前方的空間活

動，可以增加安全感；反之，道路轉彎之處，若有樹叢等視覺障礙，

或者建築物走廊交接之處，看不到轉彎之後的空間，會讓人心生恐懼。 

 

（四）方向感與逃脫路線：安全感也來自於個人對於使用空間的

掌握，透過空間組織的規劃、平面圖的設計，人們可輕易知道自己所

處的位置、方位、出口和通道，即使發生危險也比較容易逃逸。 

 

（五）正式監視：正式的監視系統只有在上述照明、視線通透、

非正式監視、方向感等設計手段都還不夠的時候才會使用，因為可能

會侵犯人們的隱私，甚至鞏固既有社會權力關係。如：街頭巷尾裝設

的監視錄影器，用來維護社區治安。 

 

綜上所述，空間的安全或危險，並非是一成不變的，它是動態性，

隨著不同的人、不同的時間、不同的活動、不同的熟悉程度與控制空

間的能力而改變，多參與社區或生活環境的空間設計與規劃，一方面

不但可以解決實際的空間問題、提升居民的認同感；另一方面，更可

以增加自己對空間的熟悉及掌握程度，降低自我的「危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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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性別」與「空間」國內外相關之研究 

 

近幾年，性別與空間的議題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在空間的取向

上，有以「心理上的空間」差異為主，也有以「物理上的空間」規劃

為探討重點，有關性別與空間等方面的研究，僅扼要臚列幾篇，以明

其研究發展趨勢： 

 

一、性別與心理空間之關係 

 

（一）He 之研究 

He(2002)在《為青年女性創造一個發言空間︰在數學成就和職業

選擇上的性別角色研究》指出，這是針對Georgia東南方鄉村裡的八

位八年級的青年女性所進行之質性研究。這研究的目的為青年女性創

造一個發言空間，主要是為了對數學成就和職業選擇上的性別角色獲

得更深入的了解。其理論觀點主要是採現象學主義的哲學觀（研究生

活經驗）、詮釋學哲學觀（從可能獲得的訊息上分析資料）和敘述調

查法（調查研究的關係及意義）。透過問卷的回答技巧與對Iowa基本

技巧測驗的數學成績關心與否來選擇受試者。其它的資料收集方式有

學校的肖像畫、個人的面談和觀察、焦點團體的晤談、日記寫作上反

應的事情、和田野紀錄。經由深入分析個人面談和第一次焦點團體晤

談的資料，必然就會浮現出所要關切的主題，這主題就是受試者對數

學能力的理解、班級教室的經驗、父母的期望、和職業的選擇。透過

兩次其他的焦點訪談和日記內容的反映，受試者本身對傳統男性的職

業、結婚生子、青年男性、成人的信念和態度自然而然就會呈現出來。 

 

在He的研究中有五項發現： 

1.青年女性不是很了解性別是限制了數學成就層級和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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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 

2.青年女性在數理能力上會受到不同程度的自信心影響。 

3.青年女性知覺到她們的數理能力受到教育者忽略態度的直接

衝擊。 

4.青年女性希望可以和她們的女性同儕在一個小團體裡一同工

作。 

5.青年女性的父母支持且鼓勵他們的女兒參與更高一級的數學

課程。 

He研究重要建議有以下四點： 

1.為青年女性在數學教育和研究上創造一個發言的空間。 

2.了解父母親和教育者在分享青年女性自我信心上所扮演的角

色。 

3.探究性別在數學成就和職業選擇上可能的意義和關聯性。 

4.建立一個性別平等的教室空間。這也暗示要提高教育者個人的

成長和提高數學教法專業成長。 

 

（二）Gilmer之研究 

Gilmer(2000)在〉《存在小學學習環境的性別差異：探討女生如

何在合作的學習團體裡學習自然科學》中指出，AAUW受到早期的社會

和文化的性別歧視，女生都呈現出較低的自信心(引自Gilmer, 

2000)。在學校期間，性別差異的本質影響所有的女生學習自然科學

和數學，尤其是在少數的團體裡。研究發現女生一般都比較不渴望從

事數學或是自然科學傾向的職業，因為這些議題都帶有明顯意見的性

別刻板印象，使得她們對自己本身的能力缺乏自信心，且在自然科學

能力上也備感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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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主要透過質性調查法發現五年級的女生如何在從事操

作、思考的實驗時，透過一個性別混和的合作學習團體學習自然科

學。這重點是在努力了解一個西班牙女生如何能成為合作學習團體中

六個組員的領導者，她的信念、態度和行為各是為何。這目的是在探

討文化和社會因素是否會影響一個科學概念的學習，其資料蒐集的方

式有錄影、面談、和學生的想法問卷。 

從研究結果中可發現，當女生能在一個合作學習的團體裡與其他

女生和男生互動時，則女生對自然科學的態度會有明顯、清晰的改

變。觀察也指出當女生在與其他女生和男生一同探究自然科學概念

時，其表現仍會受文化和社會因素所影響。 

 

從上述兩篇研究中，可發現其研究的重點為成長環境或學習空間

所蘊含的性別意識型態對男女性心理的影響，探討的是「性別」與「心

理空間」的關係。透過上面的研究論述可發現，社會文化的價值觀、

父母的期許、學校中教師的期望等因素，均會使男、女性的心理空間

有不同程度的成長，而這也會影響其對某些學科、某些職業或其它事

物的看法，多數研究發現男生對數理學科表現出較有自信、較主動積

極，而女生在數理學科上，則較男生缺乏自信、成就感較低。因此，

兩篇研究均建議應給予女性一個適度的發展空間、支持性的肯定、鼓

勵其發揮潛能 

 

二、性別與物理空間之關係 

 

（一）Leslie 之研究 

Leslie(2003)在《居住的學習社區、學校宿舍、性別對學生知覺

生活環境的影響研究》指出，其研究目的是要探討生活在學習社區和

傳統宿舍中之學生對居住生活經驗的差別。這兩個團體根據他們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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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環境地區、校內、校外、以及性別等因素有更深層的差異出現。

學生對於他們生活環境知覺的優劣，是透過學生居住環境量表

(Student Residence Environment Scales)所評定出來。 

 

在這研究裡的受試者是來自東南方一所大間的公共研究教育機

構中具有全時(full-time)資格的大學生。經由線上調查收回600份有

效問卷（約35%有效回答率）。在這之中，有225位學生住在大學附屬

的宿舍或校外宿舍，而有375位學生住在私人的校外宿舍中。 

 

研究結果顯示，生活在學習型社區和傳統宿舍環境中的兩群學生

團體對生活環境的認知存有差異，而這些差異是伴隨學生居住的地區

或性別所產生出來；學生居住宿舍的地區和他們的性別會影響他們與

各類型的居住環境互動中，對生活環境所產生的知覺。 

 

（二）Thraves 和 Widdis 之研究 

Thraves和Widdis(1999)在《在薩克其萬Regina大教堂附近的空

間、性別和恐懼犯罪之研究》指出，此研究試圖定義並且檢視恐懼犯

罪的空間和知覺，尤其是在都市環境中兇暴的犯罪情形。透過多種地

理環境的使用差異來回答並分析性別和年齡的犯罪恐懼感。研究發現

在男性和女性之間的差異和年輕和年老女性之間的差異是最顯著

的。這篇研究對行為地理學的學術區域是相當有貢獻的。應用女性主

義的理論和建構一套理論試圖解釋研究團體的差異，特別是父權主義

的概念和權力也在解釋差異時所運用。 

 

在薩克其萬Regina大教堂附近為這分析提供了自然的和社會的

環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考量自己對犯罪的恐懼時，男性和女性

之間及年輕與年老女性之間存有非常明顯的差異。這些差異在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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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裡，透過不同的空間及場所的運用顯現出來。就像是社會地理學，

這些空間和場所是透過性別和年齡來呈現出來，不過在認為是由父權

主義所建構的空間，造成了對公共空間的恐懼及女性（尤其是年老的

女性）的懼怕之結論上仍是有所爭議的。 

 

（三）Sclar 之研究 

Sclar(1996)在《女性建造的城市：在現實社區發展中的女性和

性別研究》指出，一個建造出來的環境，就像社會的產物一樣，反映

及加強說明社會中性別不平等的現象，現存的空間形式與建築型態帶

給女性多重的不方便與無力感。 

 

研究對象為 200 位女性設計師和 100 位設計師，而在 47 位真正

參與社區發展，其中包含了 31 位的女性和 16 位男性，另有 12 位設

計師接受訪談。研究發現，女性設計師認為她們在建築上比男性設計

師的權力少，不像男性設計師，女性設計師在創新的社區發展計畫上

遭受了很大的抗拒。研究也發現，女性設計師所設計的產品，比男性

設計師更能提供女性的需求，如：有效率的家庭設計、兒童玩耍的地

方和兒童照顧、無障礙及舒適的公共空間、安全的都市設計、公廁的

設計、安全性的測量等方面。 

 

（四）黃惠琴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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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校園空間看起來雖然是靜態的，但會因為不同的

人群、不同的時間，而賦予不同的意義。因此藉由訪談者本身所處的

環境，透過女性的「視角」來論述女性教師及女學生對於校園空間的

感知，其焦點放在女性教師及女學生對於校園的空間識覺；並從地理

學的角度來思考人、歸屬感、空間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描繪女學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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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教師如何感受所處環境給予的刺激及其環境認同。 

 

研究發現，不論是對於空間的熟悉、規律的使用而有的地方感，

或是因為不願被監視而找尋的自由空間，抑或是擔心受罰、被偷窺的

不悅地點，都是我們對於日常生活場景中的情緒感情呈現，是一種對

於地方的感覺。有的女教師會認為校園是一個上班及教育機器的功能

性空間；有些女學生會認為這是一個規訓沒有自由的空間，想要逃脫

抵抗；但也有些人是校園為自己的地方，是一個凝聚不同個體與豐富

回憶的倉庫。黃惠琴（2005）在研究結果中談到，不論是男校、女校

抑或是男女合校的校園環境裡，就「女」學生及「女」教師而言，對

於社會建構所帶來的價值體系與行為規範的束縛較易感受，如穿著或

是身體姿勢等，然而也有女教師及女學生內化此社會規範而視為當

然，並在校園中複製此建構的場景。 

 

（五）張淑瑜之研究 

張淑瑜（2004）主要探討《臺北市國民中學性別與空間規劃之研

究》，以臺北市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探討臺北市國民中學不同性別

學生課餘時間使用校內空間的現況與影響因素，研究臺北市國民中學

性別與廁所空間的使用與規劃情形，了解臺北市國民中學校園中讓師

生覺得不安全的場所及因素，並分析兩性的差異。問卷研究調查對象

為臺北市 12 所國民中學的學生與教師為問卷調查對象，另選四所國

民中學為觀察對象。 

其主要研究結果發現： 

1.課餘時間使用的學校空間，可分為「男性取向空間」（如籃球

場、跑道、桌球室）、「女性取向空間」（如樹蔭下、圖書館、班級教

室內），其餘為「中性空間」。 

2.有 50%以上的男女學生覺得自己不會受到活動場地中有異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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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影響，而降低使用校內活動空間的意願；但有 30%左右的女生覺

得若「室外籃球場」中有男生使用，將會降低其使用該球場的意願。 

3.在馬桶形式的喜好上，女性明顯偏好蹲式馬桶，男性則以認為

「兩種都可以」的比例最高。 

4.有六成的學生、七成以上的教師覺得「非常需要」或「需要」

更衣室，而男女沒有差異。 

 

（六）楊清芬之研究 

楊清芬（2002）在其《國小男生與女生的校園生活》中發現，一

向被視為是無性別空間的校園環境，在實際設計上時常反映了男性的

價值觀，限制了女性的發展，問題包括： 

1.規劃的男性使用面積高於女生。 

2.依性別刻板印象分配空間。 

3.為顧及女性使用者對安全的顧慮。 

4.規劃時男性與女性一視同仁，為考慮女性使用者的需求。 

 

為使校園環境符合性別平等的要求，現階段必先改善校園空間對

女生的威脅與不平等，甚至，在策略上藉由大幅度提高女性使用空間

強度，以凸顯問題。因此，在校園規劃的設計準則，包括： 

1.鼓勵女性參與校園規劃。 

2.男女生各方面均有發展的機會。 

3.照顧男生與女生的生理差異。 

4.注重校園安全。 

5.整個校園都是男生與女生的遊戲空間。 

從上述的六篇研究中可發現，其所探討的空間主要為「物理上的

空間」，與「心理空間」的論點是不大相同。此六篇文章中均指出，

因空間設計、規劃的因素，加強了社會中某些性別刻板印象，強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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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了某一性別使用該空間的權力，所以希望藉由物理空間的安排、

規劃，逐漸弭平社會中不妥的性別刻板印象，營造兩性可共同適性發

展的空間。 

 

由上述八名研究者的研究內容可發現，性別與空間之間的關係，

逐漸由廣大的空間慢慢鎖定於某一特定環境，如教堂附近、校園環境

等。其探討的內容也逐漸由空間中所蘊含的性別意涵（如：He, 2002; 

Gilmer, 2000）到實質空間的討論（如：黃惠琴，2005；張淑瑜，2004；

楊清芬，2002）。由上述研究可了解，一個空間在建造過程中，往往

被賦予了社會的性別意識型態，只是建造者本身沒有察覺，而當男

生、女生在運用其空間時，就會受其所隱含的性別價值觀所影響，此

種現象從八篇研究中均可發現。而性別與物理空間的探討，一直到近

年來才陸續有人研究，透過這些研究，後人才能了解物理的空間安排

與設計也受到社會的性別差異文化所影響；在物理空間的探討上，以

學校空間的廁所及運動場兩空間為最多人所討論，在這空間中具有相

當明顯的性別區別；而張淑瑜（2004）更是提出整體校園的空間設計，

是有性別傾向區分，可分為男性傾向空間、女性傾向空間與中性空

間，但可惜是目前提出此論點的研究仍為少數。 

 

在八篇論文中，一個重要的核心概念即為打造「性別平等的校園

環境」，但多數只流於口號宣導，具體打造的方式僅少數幾篇有約略

提起。因此，本研究乃根據前人之經驗及讓研究的論點有延續性與一

致性，以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為對象，希望能再進一步發現國小校園

空間的性別傾向是否與國中的空間性別傾向有相符合之處。另由八篇

研究中發現，研究者所採用的研究時機，多數為學生可自由運用的時

候，代表此時才能反映真正的性別活動方式；因此，本研究所採取的

研究時間為學生課餘時間，希望能一窺校園環境中的性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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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與校園空間之探究 
 

空間由人塑造，亦會塑造一個人之思想及行為態度。由上節之探

討，可發現空間是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人們生活在各種環境中，與

環境互動後，產生出各種的行為模式。學生一天的生活中，除了家庭

之外，就屬待在學校的時間最多，學生的各種思維也會透過學校的課

程、教師的教法態度、校園空間設計而形塑出來。近來性別平等教育

的議題，在教育中備受重視，不但已立法強制要求學校必須將性別議

題融入課程中，也要求學校需建立性別平等的校園環境，由此可見，

校園空間的設計規劃，對學生性別平等的思想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壹、校園空間的意涵 

 

漢寶德（2002）認為，文化是史的延續，建築是生活思想鐵的記

錄。于宗先（1990）也指出，偉大的建築不僅代表它本身的功用，也

代表它所處的時代精神。學校是一特定的教育環境，學校建築是學生

從事學習活動的場所，好的學校建築既代表美好而適合學習的環境，

也代表教育與文化的特質，讓幼、少年一代的人受其薰陶，並產生潛

移默化的效果（于宗先，1990；黃世孟、曾漢珍，1990）。Shaker 和 

Grimmett(2004:29)談到，一間好的學校對它的建築是敏感的，一個

學校所在的物質條件是可以和追求教育品質所互相結合；學校建築的

意象就像說話一樣大聲(Images speak as loudly as words.)；設計

和維持一個好的學校所應有的品質，是學校更具體有校的任務；建築

也可以穩定地和持久地傳達這些訊息(Architecture can also 

convey massages of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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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 

 

（一） 學校建築 

 

「學校建築」一詞是由英文“school architecture, ＂

“school house, ＂“school plants, ＂或“school buildings ＂

直接翻譯而來（湯志民，2000）。目前，較普遍的說法以“school 

buildings ＂較為人所熟知。 

 

學校建築的意義可從下列學者專家之界定了解其中心意涵： 

 

1.吳清山（1990：55）：學校環境包含甚廣，其中有物理因素，

也有社會因素，甚至教育因素都涵蓋在內。所以廣義來說，所謂學校

環境泛指學校所提供的各種學習環境，它包括了物理環境——學校建

築及其設備等；社會環境——領導方式、學校氣氛、學校文化、師生

關係⋯等；教學環境——教育目標的訂定、教師的教法與教材、教學

時間、學生活動的安排⋯等。就狹義而言，則僅指學校的物理環境。 

 

2.黃世孟和曾漢珍（1990：21）：學校建築不同於一般建築工程，

除耐用堅固安全之外，最重要的是以學生的學習需要為依歸，符合課

程、教學活動之需求，以實現教育目標、教育理念。 

 

3.湯志民（2000：9）：學校建築（school buildings）是為達成

教育目標而設立的教學活動場所，此一教學活動場所包括校舍

（buildings）、校園（campus）、運動場（play grounds）及其附屬

設施（facilities）。其中，校舍乃專指校內的各類建築，運動場包

括田徑賽場地、球場、體育館、遊戲場與游泳池的場地，校園是指校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5

舍與運動場所佔用的校地以外的庭園空間，附屬設施則是配合校舍、

校園和運動場使其功能更完備之各項建築與設備。 

 

4.蕭火在（2004：7）：學校建築包括了學校範圍內所有為達成教

育目的而設置的設施，諸如校舍(buildings)、校園(campus)、運動

場(playgrounds)、及其附屬設備等各實體單位(facilities)皆是。

學校建築的型式，必須配合教育活動需求及大環境變遷而有所因應。

學校建築既為教育而設，針對近年來的各項教育改革措施也必須有所

因應。 

 

綜上所述，學校建築是為達成教育目標所設置的教育場所，依不

同的教育目的及學生的學習需求，呈現出不同形式、樣貌的建築設

施，此一教學與學習活動場所，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

備。 

 

（二）校園 

1.湯志民（2000：10）：就「校園」來看，其廣義範圍涵蓋學校

內廣闊的實質領域，包括校舍、庭園、運動場地及其附屬設施；其狹

義範圍，僅指學校庭園。 

 

2.湯志民和廖文靜（2002：133）：校園，就狹義而言，僅指學校

庭園或庭院，是學校內校舍和運動場地所占校地之外的廣大空間，提

供師生課餘遊憩之所。就廣義來說，係涵蓋學校校地之內所有空間與

設施，舉凡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建築和設施皆屬之。 

 

3.吳長穎(2002：5)：校園是實施教育的重要場所，也是提供學

生學習與成長的最佳教育環境。本研究之校園可定義為「為了達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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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標所設置的學校建築物（school buildings）、校園環境(campus 

environment)、運動場(play grounds)及其設施(facilities)等之場

所」。 

 

4.張寶釧（無日期）：校園按字面解釋為學校裡種植花木的園地，

也就是說一個固定的範圍。而一般談論較廣泛的校園，即是提供師生

進行教學的場所，它包含校舍、運動場、庭園、設備等，凡屬於學校

可供使用的範圍內，統稱為校園。 

 

由上可知，校園的意義有廣狹二種，就狹義而言，僅指學校中的

種植花草樹木的庭園、庭院；而就廣義而言，指的是提供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的活動場域，包含學校中的建築物，校園環境、校舍、運動

場地及其附屬設施等。本文主要以廣義的校園作為研究的探究對象。

校園及學校建築比較圖如圖 5： 

 

 

 

         

校舍 運動場 學校庭園 

    附屬設施 

 

 

          

圖 5  學校建築與校園意涵的比較 

資料來源：出自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湯志民，2000，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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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用語） 

校園的意涵 

（一般用語） 

狹義的 

廣義的 

狹義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7

（三）校園空間 

校園空間（school space）係指學校內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

屬設施所組構成的「點、線、面、體」環境（湯志民，2000，2002a）。

蕭火在（2004）認為，所謂之校園環境指學校地界內之環境，它包含

校舍、運動場、庭園、設備等實體及其相對位置所構成之物理空間。

學校空間最簡單的分類方式，是以校舍建築為主體，分為：內部空間，

包括教室、走廊、樓梯、廁所等，係由三面—牆面、地面、頂面所限

定之空間；外部空間，包括運動場、校園、道路、停車場，是沒有頂

部遮蓋的空間（湯志民，2000，2002a；蕭火在，2004）。 

 

學校建築的規劃配置，從物理性空間結構觀點，有下列四種組構

方式（湯志民，2000：282-284）： 

 

（一）「點」的分佈：在學校建築配置上，「點」的分佈是學校建

築空間組構的基石，如：獨立的活動中心、運動場上的司令臺、草坪

裡的大榕樹，都是校園內引人注目的焦點。 

 

（二）「線」的延伸：在學校建築配置上，「線」的延伸是學校建

築空間的動態組構，如：間間相連的教室、系列的廊柱、四通八達的

園路，都具有優美的線條感，使人產生自由發展、左右延伸及區隔空

間的感覺。 

 

（三）「面」的擴展：在學校建築配置上，「面」的擴展是學校建

築空間的區域分佈，不同的面建構出不同的校園感覺，平面具有穩定

感，立面具有莊嚴感，斜面則具有俏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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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的建立：在學校建築配置上，「體」的建立是學校建

築空間的完整結構，如：層層相疊的校舍樓層、左右對稱的庭園景緻

和縱橫交織的樓梯走廊等，組構了學校建築的立體空間，給人精彩、

豐富和充實之感。 

 

綜上所述，校園的空間規劃，都包括「點、線、面、體」四種的

空間組構。因此，在校園空間規劃設計上，應確實掌握校園中「點」

的分佈、「線」的延伸、「面」的擴展、「體」的建立，才能使校園空

間的運用、配置更符合學生需求，達成教育目標。 

 

貳、性別與校園空間 
 

漢寶德（2002）認為，建築象徵雖然應該是內容的外延，但常因

通過心理的建構而影響了內容，這就是 Churchill 所說「人類創造了

空間，空間反過來創造人類」的比較近代的解釋。許祝齡（2001）指

出，女學生在交友及休閒活動選擇上的差異，一方面是受傳統社會對

兩性的制約所影響，另一方面則是隨著年齡的增長，男強女強、男弱

女弱的特質差異隨著社會化過程愈形明顯，使女童與男童的互動上處

於相當不利的處境；研究顯示，國小學生不但在校園活動空間的掌握

上有性別權力上的差異，在遊戲內容及形式上亦如此。即使男女童掌

握空間及遊戲方式相同，女童依然處於被擺置的位置，男童的空間比

女童大（楊清芬，2002）。由此可發現，透過於空間的安排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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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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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是學生在學校進行學習活動的「生活環境」，校園環境

對於學生而言，就像水和魚，水溫適度，水質清澈，魚就可悠游暢泳

（蕭火在，2004）。相同的，優良的環境可提供學生更多的創造。因

此從實質環境來看，兒童的空間經驗會影響著個體的發展，另一方

面，校園規劃在空間的安排與使用反映且加強了社會中性別、階級等

關係的本質（楊清芬，2002），校園空間中的性別意識型態若能恰當、

不偏頗的呈現，則學生在此空間中就會學習到更多元的性別發展；反

之，若校園空間安排不當，則學校很可能就會成為社會性別刻板化的

複製場所。我們常說要規劃空間，事實上，人在使用空間的同時，也

就被空間所規劃了。英國首相 Churchill 指出「人塑造建築物，建築

物塑造人格」。潛在課程(latent curriculum)強調的就是，學校文

化、價值氣氛，或結構特徵、組織型態等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功用。 

 

學生生活的重心既然是校園，一天當中大多時間都是在學校度

過，自然也會受到學校環境的塑造。校園的空間雖然看起來是靜態

的，但是環境對學生的潛移默化卻是強大的。要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與其灌輸抽象的「尊重異性」，不如從提供性別平權的空間與活動做

起（何春蕤，1998）。在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過程中，學校的物理

環境，除可提供做為推動的場地外，整體環境之規劃與布置所蘊含的

潛在影響是不容忽視的，這就是所謂的「境教」（蕭火在，2004）。社

會環境影響著性別的發展，並可能表現於空間行為上而有著某些差異

存在。這些差異會隨著年齡增長而加大，不過實質環境的設計與使用

也可能是導致差異的因素（楊清芬，2002；He, 2002; Gilmer, 2000），

因此必須將一些空間經過改善後，兩性行為差距才能縮小，也才可以

提供兩性自然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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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清芬（2002）在《國小男生與女生的校園生活》研究中顯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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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球場（男）與

教室（女）有明顯的差異。畢恆達、吳怡玲、吳瑾嫣、唐筱雯、柳廷

岳、鄭湘敏（1999）《建立安全與無性別偏見之校園空間指標》一文

中指出，校園設計者往往以男性居多，而設計往往反映設計者的生活

經驗及學習歷程，因此校園經常被規劃為男性空間。根據以往的調查

報告顯示，男性空間在性別不平等上最常出現的問題有：規劃男性使

用的面積往往高於女性、規劃形式往往以男強女弱的刻板印象分配空

間、設施規劃太過剛性，未顧及使用者的異質性，及規劃時往往將男

女一視同仁，而未考慮女性使用者需求等等。 

 

就學校建築而言，依其空間屬性的不同，有下列三種基本的型態

分類（湯志民，2000；教育部，2004）： 

 

（一）以內外部區分：學校建築空間最簡單的分類方式，是以校

舍建築為主體分為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二種。內部空間是由三面—牆

面、地面、頂面所限定之空間；外部空間是沒有頂部加蓋的空間。 

 

（二）以動態區分：學校建築空間最常用的分類方式之一，是依

學生活動的動靜態性質予以區分。有靜態區，以教學、研究、實驗為

主，如教室、圖書館等；動態區主要是以體育活動為主，如田徑場、

球場、遊戲場、學生活動中心等；中界區以行政管理、休憩交誼和服

務聯繫為主，介於動態區與靜態區之間，具有緩衝和聯繫之效，如各

類行政辦公室、庭園水池、陽臺綠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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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功能區分：學校建築空間另一種最常用的分類方式，是

以行政、教學、休憩、活動的使用功能加以區分。 

 

本研究之校園空間的分類，主要是結合空間的動態性與功能性，

分為三類： 

（一）校園動態運動空間：在此空間中，學生主要從事體育或遊

戲等動態活動，其空間場地有運動場（操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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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坑）、學生活動中心（體育館）等。 

 

（二）校園靜態學習空間：在此空間中，學生主要從事靜態的學

習活動如聊天、閱讀、聽音樂等，而教師則進行各項教學活動，其空

間場地有教室、專科教室、圖書館、教室外走廊等。 

 

（三）校園休閒服務空間：在此空間中，學生主要以休閒交誼和

服務聯繫為主，其空間有花園（庭園）、樹蔭下、川堂、水池旁邊、

陽臺綠地、草地（草坪）、司令臺（典禮臺、升旗臺）、廁所、垃圾場

等。 

 

一、性別與校園動態運動空間 

 

許祝齡（2001）在《存在學校兩性互動中的性別差異對待---一

所茶香迷你小學的觀察》研究發現，戶外運動上，男女學生從事的動

機及能力有相當大的差異，尤其籃球，男生的表現非常主動積極，即

使能力不佳或被排斥，亦勤於練習或參與，女生則較偏好從事靜態或

室內的活動，愈高年級男女生此種差異的現象欲明顯。Li、Lee 和

Solmon(2006)研究亦顯示，男生在在運用身體活動的能力較女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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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獲得的支持性也較女生多；即使女生較常從事室內活動，但不論在

戶外的運動場或教室內，男生均較女生具有支配權，而且男生會排斥

女生。男生運動能力的表現會影響其同儕中的社會地位，女生則無差

異。 

（一）運動場和球場上的性別觀 

畢恆達等人（1999）指出，女生在運動方面從未受到鼓勵，也不

會要求有特殊的表現，如此對女性在體育方面的低要求，除了讓女性

缺乏運動的意願之外，也間接減少了活動的機會以及活動的空間。她

們逐漸從運動場上消失，而校園的設計也因此忽略了她們在運動上的

特殊需求。Thorne(1993)指出，一個性別的劃分可以從學校運動場上

看出來，男性支配並架構性別本身的意涵—所有這些全部就是社會的

架構。根據這樣的一個觀點，孩子在性別處理上已被社會化，男生和

女生常會以慣見的性別思考模式來區分，如：多數的男生及少部分的

女生分割了廣大的綠色運動草坪，男生主要玩著棒球、足球、美式足

球；而在女生所能支配的空間裡，玩的則是跳繩、或跳格子、站成一

圈聊天。 

 

從小我們就賦予小女孩可愛、漂亮、文靜、賢慧等女性形象，因

而女生會避免把衣服弄髒，避免因為運動而流得滿身大汗、全身汗臭

味。於是男生為了享受運動，可以忍受臭汗；而女生卻為了怕流汗，

而寧願不運動。在校園裡，也往往由於教師的不自覺而限制女學生運

動的機會。有許多活動，教師為了方便，經常以生理性別作為分類方

式，如教室的座位安排、打掃工作的指派、回家的行進路隊、體育上

課的項目等，性別經常是考量的主要因素，而這些活動其實和性別並

沒有絕對的關係。「體育課，會要求男生丟得比較遠，畢竟男女先天

力氣有差。」「扶地挺身男的十下、女的五下」下雨天上體育課，教

師說：「男的到走廊、女的留在教室。」老師不以體格或體力來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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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性別來分類，結果造成集體女性鍛鍊身體機會的減少（畢恆達，

1998；畢恆達等六人，1999；畢恆達，2000b）。 

 

楊清芬（2002）指出，侵犯的行為就是「向弱者（或疑似弱者）

進攻」，入侵者的地位必須高於其對象才有可能成功；女生不只容易

遭人侵犯活動，也常受到其它活動的波及（如在球場邊被球打到），

因此，女生常與「需要被保護的」畫上等號，也常被告知「下課時盡

量不經過球場附近」。在國小體育活動中，躲避球的活動占了多數，

因為此種球類活動，一次可以幾十個學生，甚至是全班學生上場，因

而受到教師及體力強壯學生的喜愛，而少數瘦弱的男生及多數的女生

雖不喜歡此項活動，但他們的意見幾乎不被採納，只好在球場上選擇

默默承受被球擊中身體的痛楚或被冷落到一旁撿球（畢恆達，1998；

畢恆達，2000b，2004；湯志民，2005；滕德政，2001）。在這空間裡

對女生來講是個壓力，是一個男性比較強勢的空間（湯志民，2005），

而這也讓許多女生對躲避球產生排斥感，進而討厭運動。 

 

從整個校園空間中的觀察，可以發現男生的身體肢體動作較

大，同時也比較靜不下來；而女生則已經受到規馴去控制自己的身

體，一方面身體動作較小，一方面比較注重身體所傳達的女性形象（畢

恆達，1998）。此外，上體育課的時候，男學生可以直接在教室裡換

裝；運動覺得熱的時候，乾脆就把上衣脫掉。然而學校幾乎沒有為學

生規劃更衣與淋浴的空間，女學生換裝極為不便，為了避免帶著一身

濕黏繼續上其他課程，為了維持所謂女性端莊的形象，在設施缺乏的

情形下，可能只好犧牲運動的機會了。 

 

張淑瑜（2004）在《臺北市國民中學性別與空間規劃之研究》中

指出，選擇球類、跑步、玩遊戲的性別以男性居多，而女生對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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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有興趣的比例並不高，而形成所謂的「男性取向空間」，在這空

間中通常具有面積大、耗費體力大、活動者較易流汗或需更衣的特

質。這也說明，校園的動態空間是屬於男性取向空間，男性使用的比

例高於女性。 

 

（二）遊戲場的性別視野 

學校遊戲場提供兒童遊戲的空間和設備，也會影響兒童的喜好和

行為（湯志民，2002c）。湯志民（2002c：52）指出，遊戲場的定義

有兩種：就廣義而言，學校中可提供兒童遊戲的場地和設備，都可視

為學校遊戲場或遊戲環境，其範圍包括學校是內外環境各項設施，有

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就狹義而言，學校遊戲場係指學校

在室外永久裝置（含可移動）的無動力兒童遊戲設備之場地，其範圍

僅涵蓋遊戲場各項設施，包括遊戲空間和遊戲設施（遊戲設備和附屬

設施）。本研究採狹義定義。 

 

遊戲是國小學生學習、生活和成長之核心歷程，與教育也息息相

關，學生可透過遊戲學習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性別與性別之間的互

動，因此，遊戲場上的性別觀近年也逐漸有學者關注。Wood(2001)

指出，透過觀察學生的遊戲方式，就可以了解男生、女生在性別角色

發展過程中逐漸社會化的歷程；男生的遊戲通常是較大的群體，如須

要 9個人的棒球遊戲，多數的男生遊戲較具有競爭性、有很明確的目

標、且有一定的組織規則；相反地，女生的遊戲方式與男生有很大的

差異存在，女生較傾向兩人或較小的團體，遊戲上較沒有規則、明確

的目標與角色，如扮家家酒的遊戲。楊清芬（2002）認為以遊戲空間

之性別差異為例，多數研究指出，年齡越大，性別差異也越明顯。男

生的活動範圍超過女生，遊戲內容男女不同，因此對於空間之使用亦

不相同。校園遊戲因受社會建構性別典範的影響，男生與女生對於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85

課時間有著不同的掌握程度，國小學生的遊戲行為大致仍以男（室）

外女（室）內的趨勢分隔。但在目前的小學中，由於學生人數多，相

對的在資源及遊戲器材的使用上，勢必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浮

現出潛在的爭奪與暴力攻擊行為（吳長穎，2002）。 

 

綜上所述，在校園的動態運動空間中，社會賦於男生有較大的主

控權及使用空間，如須要運用大肌肉的運動、棒球、籃球等，活動的

空間遍及整個校園；相較於男性，女生使用的活動空間較小、活動範

圍也多數集中於教室周遭，主要是運用小肌肉或較精細的活動；因社

會對兩性的期許不同，所以在校園動態運動空間中就會呈現出不同的

行為模式。 

 

二、靜態學習空間之性別活動 

 

在校園遊戲方面，男生與女生對於下課時間有著不同的掌握程

度，這連帶的影響遊戲行為。男生在操場從事各種遊戲，同時也不斷

開發遊戲場所；相較於男生開展教室外的遊戲空間，女生熱衷教室內

的遊戲變化（楊清芬，2002；Grossman & Grossman,1994；Wood, 

2001）。沒有人規定學校裡女生不能玩什麼遊戲，可是在所有人的監

督下，女生慎選遊戲：以維持女生形象、不激烈、不骯髒、盡量維持

和諧關係的方式進行。他們只能選擇一些遊戲、同時也劃定出主要的

活動空間（楊清芬，2002）。 

 

張淑瑜（2004）在《臺北市國民中學性別與空間規劃之研究》中

指出，男、女生課餘時間主要使用的學校空間分別是「班級教室外的

走廊」、「班級教室內」、「室外籃球場」，但有高達 70%以上的女生傾

向課餘時間留在「班級教室外的走廊」或「班級教室內」，主要選擇

使用「室外籃球場」的女生僅有 24.1%，遠低於男生主要選擇使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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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籃球場」的比例（52.3%）。進一步來看，在課餘時間的活動，男生

較傾向動態的活動，如打球、玩遊戲等；而女生則偏好靜態活動，如

聽音樂、睡覺等。另外，研究也指出留在教室內的男女生大都以聊天

為主。 

 

由上述可知，不管男、女生在空間選擇上仍是以靜態的教學空間

為主，可能跟下課時間短暫有關。不過整體來看，男性有機會、有時

間仍會選擇動態的運動空間，而校園靜態教學空間裡仍是以女性的比

例偏高。 

 

三、性別與校園廁所空間 
 

校園的廁所空間屬於公共廁所的一環，學校是教育的場所，因此

學校中的廁所隱含的性別觀更是值得我們注意。在我國多數的公共廁

所中，女廁的數量均明顯比男廁不足，常會在女廁門口發現大排長龍

的景象，此種現象在校園中似乎不常看見，但是否代表校園中的廁所

已達性別平等理念呢？從男性、女性的角度來看，根據統計資料，中

小學女教師可能佔有三分之二，而男老師大概佔三分之一，不過以廁

所使用的面積來看，校園裡男、女性廁所的總面積多數是相同的，所

以學校中的廁所也要特別注意男女生之間空間的平衡關係（湯志民，

2005）。學校裡唯一標明使用者性別的就是男廁、女廁，在小朋友的

認知裡這是唯一依著性別劃分的空間（楊清芬，2002），是故，廁所

空間規劃也是許多專家學者所重視。 

 

曾經有人說過：「觀察一個國家的公共廁所，可以衡量這個社會

兩性平等的程度。」同樣地，一所學校校園內廁所的狀況也可以反映

此學校性別平等的程度（畢恆達，2000c）。以現在所有教室的空間量

而言，男生廁所因為小便斗所佔的空間小，可以設置的數量多，而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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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廁所相對位置就會不夠，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廁所空間設計，就

是從中間一分為二，一半給女生、一半給男生，以空間總量及面積來

看，似乎是平等的，但是這正反映出忽略了女性如廁的需求；這是因

女生的廁所是一間間的廂房設計，廂房所佔的空間較大，因此，可以

設置的數量就會短少很多，加上下課時間只有十分鐘，女性上廁時生

理上的需要和特殊性又與男性不同，例如如廁次數較多、有月經週

期、衣服整理須較長時間，女生上廁所小便的時間大約是男生的兩倍

等等各種因素，所以會造成學校廁所空間的失衡（何春蕤，1998；畢

恆達，2000c；湯志民，2005；Sclar, 1996）。 

 

由上可知，男性、女性因生理上的差異，使得如廁時的情況不盡

相同，廁所空間的性別平等不單只是求男廁、女廁面積一樣大，而是

應該考量不同性別間的需求來加以調整，才能達到實質性的性別平等

如廁空間。以下則分別透過「廁所的清潔程度」、「廁所的私密性」、「廁

所位置」、「廁所的附屬設備」等四項議題，來探討性別與校園廁所空

間的關係。 

 

（一）廁所的清潔程度 

在學校裡做掃除工作時，往往將重心放在教室的整潔上，卻忽略

了廁所也該如教室般舒適，而當我們輕忽經營這個空間時，女性的生

活特別受到妨礙。一位家庭主婦提到她就讀小學的女兒，每天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衝進廁所方便。問她為什麼不在學校上廁所，她的答

案是：髒、臭、便池不通與噁心（畢恆達，1996，2004）。根據張淑

瑜（2004）調查顯示，在馬桶形式的喜好上，女性明顯偏好蹲式馬桶，

男性則認為蹲式、座式馬桶二種形式都可以。這種差異主要是因兩性

的生理差異所引起，因為男生僅需在大便時使用馬桶，大部分的時間

都採站姿，所以遇到骯髒的廁所頂多忍一忍就行；可是女性不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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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必然會進入密閉空間裡使用馬桶，接觸便器的機會較大，再加上如

廁的時間也比較久（女生平均 80 秒以上，男生平均 45 秒），所以不

乾淨的廁所環境會對女性造成很大的心理困擾與痛苦，因此許多女生

都只好選擇在學校的時間少喝水，以減少上廁所的需要，也因此對女

生的身體健康不利（何春蕤，1998；畢恆達，2000c；張淑瑜，2004）。 

 

（二）廁所的私密性 

女性對私密的需求原本較男性高，因此，在校園空間規劃時，也

應特別將此項列入考量。陳佑任（1996：24-25）在《臺灣地區公廁

設施之調查及改善研究》中指出，廁所的私密性應從下列五點做起： 

 

1.廁所地點特徵：為顧及男、女性隱私問題，及避免造成無謂的

困擾，男、女廁所應單獨設置。 

2.廁所入口門扇設置情形：顧及如廁者的隱私、觀瞻及避免味道

四溢，所以廁所門扇設置比例應較高，以作為區分。 

3.廁門的隱私：廁門設計常會因隔板門扇高度過低而亦被外人窺

視，造成如廁者的心理負擔，因此隔板門扇的高度設計應較高。 

4.窗戶玻璃材質：窗戶玻璃的透明度及其距離地面的高度，皆為

影響廁位內是否易為外人所窺視之因素。又如廁所如位於低樓層，又

加上窗戶距離地面高度太低、玻璃材質又屬透明者，皆易為廁外人所

窺視，更是損及如廁者的隱私。 

5.廁位地板反光性等隱私：廁位地板若屬反光材質，則在隔板不

落地的情形下，如廁者的隱私權很容易被侵犯。因此，廁位地板的材

質需選擇不具反光性，即使隔板與地板不相連，也不致影響到廁位內

的隱私，另外，不落地的隔板亦可增加廁位內外的通風條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89

（三）廁所位置 

在學校中老師雖然並未限制女生的活動空間，可是一些地方就好

像圍著隱形電網，讓女生一個人裹足不前，女生必須提高警覺上廁所

（楊清芬，2002）。由於廁所空間設計和安排的不理想，往往座落在

最遠離人煙的角落、建築物之偏遠、陰暗處或樓梯間底，照明、通風

都不良，更降低學生使用的意願，長期下來，對男生女生的身體都會

造成很大的傷害，更影響到學生的心理，使得每次上廁所都是一次精

神煎熬，也使得女生更加無法用正面的態度來看待自己的身體，反而

使身體成為她們人生的負擔。大人也因此經常勸告女生們上廁所最好

要結伴而行。如果能透過設計，改善廁所的通風、採光與區位，讓廁

所不再是一個令人憎惡、見不得人的場所，或可改進女性如廁的體驗

（何春蕤，1998；畢恆達，1996，2002c，2004）。 

 

（四）廁所的附屬設備 

我們的校園設計也經常忽視了女性在學校生活中的特殊需求，最

常見的便是廁所的設計（畢恆達等，1999）。廁所隔間內的空間不足，

又很少有掛勾供常常大包小包在手的女生使用，十分不便。況且因為

女生廁所間數少，每間廁所的使用率相對提高，所以不易維持清潔，

反而容易損壞，更使女生視為畏途。如果廁所的設計不良，容易被人

偷窺，就更為女生添加壓力（何春蕤，1998；畢恆達，2002c）。 

 

除了廁所以外，學校也很少會提供淋浴或更衣的空間讓學生在運

動之前能夠更換運動服裝或是在運動之後能夠做簡單的沖洗，換上乾

淨的衣服。許多女生不喜歡運動或上體育課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不

喜歡運動後仍要穿著沾滿汗水與泥灰的衣服繼續坐在課堂中上課。在

平時，她們很少會大尺度的活動自己的身體，面對不得不上的體育課

時，她們則會儘量減少自己的運動量以避免身體的出汗（畢恆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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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畢恆達，2002c）。 

 

張淑瑜（2004）研究指出，對於更衣室的需求，男女學生的意見

一致，皆有六成的學生認為學校有必要設置更衣室，主要是可提供他

們一個可以更換運動流汗沾濕的服裝，女性在此的需求又比男性高一

些。由於相關支持設施的缺乏，在不知不覺中限制了女性在校園中參

與活動的機會與動機，若我們希望女生在學校中能和男生一樣，擁有

真正公平的學習、活動機會，改善與增加符合女性特殊需求的設施是

我們可以踏出的第一步。 

 

四、性別與校園危險空間 

 

Rickert(2005:29)說到：「安全、有禮的校園環境是大家所想要

追求的。」女性長久以來內化了男性道德判斷的標準，連自己也限制

自己的行動以達到應有的舉止，以避免危險。但女性的安全和自由行

走公共空間的權力並沒有因此得到增進，空間中不友善的設計和危險

地帶，並不因為女性限制自己的活動時間和範圍就一一消失，不當的

安排和設計繼續在危害女性以及其他使用這些空間的人（何春蕤，

1998；畢恆達等，1999；謝園，2000）。缺乏安全意識和性別意識的

空間設計，在校園中也隨處可見。不論校方有沒有發現校園空間設計

上的疏失，整體空間環境對女性的管制都如出一轍，女學生、女人都

被迫要用消極的、自求多福的方式，來對應身體邊不安全而有敵意的

環境（何春蕤，1998）。 

 

楊清芬（2002：401-411）在《國小男生與女生的校園生活》一

文中指出，校園危險地區產生的原因有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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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質空間產生的不安全感：男女都有提及，太空曠的地方

可能會受到不知名人士的侵犯，對於學校經常空曠的角落也不能前

往。 

（二）受到不知名人士侵犯的威脅感：女生擔心玩的時候經過某

些區域時會受人侵犯。 

（三）場所出現不尋常的事物。 

（四）空間的視覺穿透性不佳。 

 

蔡德輝與楊士隆（2000）亦指出，發生於學校的校園暴力事件以

空教室、體育館、樓梯間、廁所、運動場及其他視覺上死角處居多，

國小學生處於老舊呆板的校園建築環境，或是校園環境死角過久，則

學生遇害的可能性則相對提高。吳長穎(2002)《國小兒童校園環境知

覺、被害經驗與被害恐懼感之關聯性研究》發現，性別與被害恐懼感

呈現顯著差異性，顯示出國小女生的校園被害恐懼感高於國小男生。

從研究得知，國小學生校園被害恐懼感前五名者分別為同學性挑逗、

偷窺、蒙臉痛毆、阿魯巴以及毆打等，而此五種行為均與被害者的人

身安全有著極密切的關聯。而發生此行為往往位處是於校園少人跡的

地點，也是學校師長較少巡視的地方。 

 

女學生最容易感到恐懼和威脅，不是因為他們天生膽小，前面的

分析已經顯示，所謂「膽量」，和空間的熟悉程度以及日常的鍛鍊有

關，而女生在這兩方面都因為性別成見而飽受限制。因此，女生之所

以比較容易恐懼，不但是因為校園中的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絕大多數

以女性為加害對象，也因為女學生、女性對空間的切身感受沒有受到

重視（何春蕤，1998）。所以，給予兩性不等的自由運用空間之機會，

將會影響他們的空間能力及其它解決問題的能力；對於女學生而言，

一味的限制其實侷限了其空間認知及掌控環境的能力，然而，學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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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在思考校園安全時，往往僅從正式監視改善上著手，對於女性環

境掌控能力的增加方面之努力卻是一事無成，這其實涉及資源分配與

性別權力關係的不平等（畢恆達等，1999）。 

 

學生的人身安全仍必須從檢討校園空間設計做起，使環境設計具

有防禦犯罪的功能。例如：增加視覺上的透視性、增加照明、加強零

碎或閒置空地的利用、設置校園緊急通報直撥電話，並標示清楚，以

增加學生活動時的安全感，也方便在各區域活動的人彼此照應（何春

蕤，1998；畢恆達等，1999；張淑瑜，2004；謝園，2000；Sclar, 1996; 

Thraves & Widdis, 1999）。這種對空間的掌握，有助於學生受教的

情緒，活動的心情，也增加男、女學生接觸的機會，新的、經過檢討

的空間設計也將使學生實地生活在尊重兩性需求的空間裡。 

 

綜上所述，看似中性的校園空間，在設計、規劃時卻已存在著既

定的性別概念，充斥著社會文化的性別刻板價值觀，若從性別的生

理、心理與社會文化的角度觀看校園空間的設計，即可明瞭校園的一

花一草、一屋一瓦都有其性別意涵。 

 

從性別的生理差異來檢視校園空間，因性別的性器官與第二性徵

不盡相像，而有了男、女廁所的設置及小便斗、馬桶等廁所器具的產

生，加上在青春時期，第二性徵的成長，女生因胸部的隆起與月經的

來臨，而產生了對更衣室及寬大廁所空間、置物架的需求。因此，由

性別的生理差異，發現兩性對校園休閒服務空間的需求（尤其是廁所

空間與更衣室）是不盡相同，學校在設計休閒服務空間，即應將兩性

的生理差異考慮在內，才能建造出符合兩性需求的休閒服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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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別的心理差異來檢視校園空間，發現兩性對「空間的不安全

感受」是有相當大的差異。從上述的文獻中可知，男生多被鼓勵積極、

冒險、勇於嘗試新鮮事，從事的活動較具有競爭性、規則性，相對地，

男生所能運用的校園空間自然較廣；而女生則多被鼓勵要溫柔、婉

約，文靜、優雅，盡量少至校園較遠的空間，以免發生危險，因而女

生所能使用的校園空間就會較為拘謹；加上，女生天生較男生稍微瘦

小，在面臨不安全環境時，所感受的危險與壓迫感就會比男生大。由

此，環視校園中較偏遠的空間，使用者大都數為男生，女生較少，其

源自於兩性的心理差異不同，因此，建構出安全的校園空間才能達成

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 

 

從社會文化的角度來檢視校園空間，發現因社會對兩性的期許有

著固有的性別刻板印象，因此兩性在運用校園空間時所產生的行為也

是具有性別差異。社會中要求男生應該表現出陽剛氣息、勇猛、果敢，

因此校園空的動態運動空間只要在課餘就會充滿著男生的身影；而女

生則被要求表現出賢淑、文靜、愛漂亮的特質，所以會發現校園中的

女生多選擇靜態學習空間。因社會觀念的偏差，使得校園空間產生出

了所謂的「文化霸權」，如動態運動空間長久以來一直是男生視為當

然的課餘場所，當場地上有女生時，男生便會對其指指點點或戲稱為

「男人婆」，而使女生不敢或放棄使用動態運動空間；又如有男生不

愛運動，喜愛待在靜態學習空間中閱讀、玩耍，眾人便會笑稱其為「娘

娘腔」，如此迫使不愛運動的男生必須放棄靜態學習空間，選擇一個

與同性別相似的場所活動，此即「文化霸權」的產生。因此，校園空

間在設計規劃時，即應將社會文化因素也考慮在內，打破空間的霸

權，營造出性別平等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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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建構優質性別校園空間設計之原則與面向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因此，校園空間設計的原則，應是以學生為

主軸、以學生的使用為第一考量。蕭火在（2004）提出，學生是學校

建築服務的主要對象，學校建築應為教育學生而設的，校舍配置應是

為教育學生而規劃的，學生對學校建築及其配置的滿意與否，可做為

學校建築與校舍配置規劃的適當與否之指標。Shaker（2004）指出，

所謂的教育，並不是指最終的結果---畢業，而是學習的過程和充滿

驚奇及創造力的學習環境；而父母最想要的學校，是一個適合他們孩

子情緒發展及符合孩子教育需要—一個擁有距離近、安全的、乾淨的

學校環境。 

 

黃文煜(1996)指出，現代的學校經營者，在規劃學校建築與校園

配置時，除應考慮學校建築學所強調的整體、教育、美化、經濟等四

大原則外，如何將環境教育觀念融入，使學校環境能做為推動環境教

育顯著課程之有效場所，同時兼顧良性潛在課程影響是極為重要的。

吳長穎(2002)也提到，在校園環境中，一些潛在的環境因素諸如溫

度、光線、顏色、噪音等，這些潛在環境因素對人類行為和感受有著

強烈和可預測的效果。蕭火在（2004）認為，若用近代建築術語扼述

時，或可改成如下：「建築是由機能(Function)、構造(Construction)

與美學(Beauty)三項要因所構成的」。「變化中具有統一、統一中具有

變化」風格的美感，學校建築應該滿足教育需求、提供安全及舒適的

環境，且具有個體美與集體美。漢寶德（2002）認為，建築作為一種

象徵，即把建築的形式，當作符號，來傳達某種語言。從現代的觀念

來看，這所謂的象徵實在是一種信息(message)，而建築的形式是一

種文化的姿態(gesture of culture)，凡是思考充分、設計良好的建

築，其外表自然傳達出正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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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所述，學校本身的空間規劃設計，對學生而言就是一種無

聲的課程，透過在學校空間的行走、穿梭，便不知不覺將此空間中所

要傳遞的概念潛移默化至自己的思想、行為中。因此，推廣性別平等

教育時，除了由課程的設計安排上著手外，也不能忽略整體環境所傳

遞出來的性別觀念，此為環境教育之重要性。 

 

因此，校園的規劃就不再只是單純的教育場所而已，為了提供一

個富有潛移默化的學習環境，我們的校園就更需具有人性化、藝術

化、合理化、和現代化等有前瞻性及創新性的規劃。張寶釧（無日期）

認為，校園環境的設計布置可以依循的原則有： 

1.教育原則：校園為教育的場所，因此它的環境布置需有強烈的

教育意識，讓進入校園的人有想學習之衝動，並能在無形中受其感化。 

2.獨特原則：每所學校因有其不同的訴求和不同的特色，故因營

造出一個師生的精神象徵 

3.安全原則：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場所，比提供一個美麗的地方

更為重要。 

4.美的原則：美的刺激能使兒童更具創造力，大體而言簡單和

諧，平衡協調。 

5.經濟原則：布置的內容和材料，力求簡單、自然、耐用，而且

能自製最好，尤其若能加以廢物利用，使其再回收再利用，不但合乎

經濟原則，更符合了環保意識和教育理念。 

6.整體原則：不管校園有多大，有多少理念要傳達設計，校園的

情境布置是需有主體和客體，平面和立體，靜態和動態整體的規劃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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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創造優質的學校環境，湯志民（2000，2002b）及謝園（2000）

對校園規劃上應該考慮的原則與面向，有以下的敘述： 

 

一、 優質學校環境規劃原則 

 

（一）適切性：學校應有適切且可及的學校建築，並有充裕的空

間以確保適當的班級規模和良好的課程實施，同時提供適當的設施和

設備，以及足夠且符應時代的書本、供應品、圖書館、教育科技和實

驗室；此外，空間的類型應讓教職員生可達、可進、可用，並注意空

間的規模和類型的效用、設備、結構狀況，以增進教育設施的適切性

和教育品質。 

 

（二）舒適性：校園環境的舒適美觀和整體性的和諧氣氛，對教

學歷程中師生的情緒、性格、身心健康與學習效率，都會有直接的影

響；一般配置計畫及建築設計在舒適性上，除了考慮最基本的通風、

採光、隔音等問題，還有適合視覺距離、角度的空間安排及符合人體

工學的家具設計。根據環境心理學的研究，女性對安全距離、空間大

小及色彩愉悅是有性別差異的；男女生理差異對休息及靜態社交空間

之需求亦有不同。因此，學校應設計舒適的環境，注重人體工學，以

學習者為中心，並提供現代化、引人的、配備好的校舍建築和校地。 

 

（三）效率性：學校建築和設備的設計應有效能，規劃和管理應

有效率，注意能源和空間的有效運用，現有建築、建材和建築系統的

創造性運用，而公共設施應便於到達，學校環境應適用於目前的教育

實務和未來之運用，讓學校成為永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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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性：學校現有建築是學生的學習環境，心理環境面向

如缺乏安全保障，則教育效果將歸於零。提供學生安全無障礙的學習

環境，是學校建築規劃的重要任務，也是學校教育效果的發展基礎。

因此，學校應提供師生一個安全、有紀律的環境，設計和興建所有設

施應特別注意安全與保全。 

 

（五）認同歸屬感：學校若具備獨特的環境印象、適當的校園規

模、親切的空間尺度，更考慮空間的安全性、舒適性、適切性及效率

性等，更細緻、體貼、現代化等條件，皆可增進全校師生的認同感。 

綜上所述，優質的學校環境規劃應具備安全的原則、教育的原

則、舒適的原則、整體的原則。在這之中，屬於心理環境面向的安全

的原則又為第一考量，沒有安全的校園環境，學生在學校中就會終日

擔憂、無心學習，校園空間的規劃目標與效果也將歸於零。此外，優

質的學校環境應再考量便利的原則，只有便利的校園空間，才會讓學

生有使用的意願，學生能運用的校園空間範圍才會廣大，兩性的交流

才會增加，性別平等的校園環境才望達成。 

 

二、 優質學校環境規劃面向 

 

建造優質的學校環境原則擬定後，則進一步要探討優質學校環

境規劃的面向，如下列所述（湯志民，2000，2002b）： 

 

（一）心理環境面向：如學校具有環境和使用者的親和力提供學

生群聚的空間，以增進互動。 

 

（二）生理環境面向：如簡單的提供一個清潔和衛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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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理環境面向：如學校環境反映革新課程的優質設計，支

持終身學習，成為學習的場所，並能符應多樣的的教學法和未來趨

勢，運用自然資源於教學，以利學習、支持和激勵卓越的教學。 

 

（四）管理環境面向：如注意建築維護和維護經費。 

 

（五）物理環境面向：如設計健康的學習環境，要有自然採光、

良好的音響、優良的通風，美觀的景象和良好的室內空氣品質。 

 

（六）地理環境面向：如學校環境規劃應敏於周遭的環境和文化

脈絡，善於運用校地，能與社區共生，並考慮社區運用學校設施的調

適。 

 

三、符合性別需求的學校空間規劃 

 

在建構優質學校環境時，除考量優質環境的原則、面向外，還應

將性別的生理、心理差異與社會文化所產生的空間霸權納入考慮，才

能讓校園空間的規劃達到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其作法如下： 

 

（一）注重校園空間之安全性 

Shaker 和 Grimmett（2004）指出，一個好的學校也要能產生安

全及有保障的感覺。好的學校提升了那些在自我意識和顧慮其他人和

環境之間尋求平衡個體的社會意識。女性對空間的要求其實不多，重

視的就是空間所賦予的安全感，只有充足的安全感，女性才能獨立自

主的從事求知、運動、就業、休閒等各項活動。因此，提供安全、友

善的校園環境是必要的，其方式有以下七點（畢恆達等，1999；畢恆

達，2000a；謝園，2000；Ahmed, 2004; Norgaard & Yor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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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除死角：安全的環境是沒有死角的，是具有視覺可見度的。 

2.監視器材：無法改善之環境，在視覺死角處設置監視器材，以

減少管理人力並減少勞累。 

3.支援系統：建立緊急通報系統，與警方連線或社區聯防系統。 

4.縮短動線：動線短不僅節省體力，也縮短視線，便於觀察。 

5.安全教育：校方企圖讓學生知道校園安全方案，是減少對犯罪

的恐懼，以及鼓勵人們更常使用校園各種空間的一個方法。 

6.增加照明：不同的照明狀況也可能會對社會行為和心境產生不

同微妙效果（攝筱秋、胡中凡譯，2003)。陰暗會隱藏罪犯，明亮則

無所遁形。校園中光線較為微弱、較為陰暗的地點，諸如：地下室、

偏僻死角或是廁所等，學校師長應加強巡邏，以確保學生間在此進行

鬥毆、勒索等偏差犯罪行為，再者，確保死角的明亮，亦能減少學生

被害恐懼感（楊清芬，2002）。我們可以知道：亮度要適當，這才是

最重要的。 

7.繪製校園危險地圖：「校園危險地圖」不是限制活動的工具，

反而是改進校園空間的最佳指引。Rickert(2005)指出，如何找出學

校中的危險空間，就是要與學校的成員對話，聽聽學生、教師們的意

見，彼此能互換意見、互相交流。透過學校全體人員共同努力，改進

「危險空間」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如此可以讓學生清楚所處環境中各

項資源的配置狀況，那麼他們在使用空間的時候，將會感到較安全。 

 

（二）規劃適合性別發展之動態運動空間 

誠如 Wesely(2004)談到，參與運動或體育活動的女性，將會對

性別定義有新的詮釋，而對自我的性別意識型態也會做進一步的審

視。兒童透過不斷的摸索、不斷地在空間中追逐探索，建立起自己的

信念、自我的信心，儘管運動對男性、女性而言，大部分都會帶來良

性的發展，只是我們的社會卻不鼓勵女性參與各項體育活動，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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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e(1993)提到，在整個動態運動空間中，男性居於最中心領導的

位置，而女性則是散佈於場地的周圍休息或聊天；Grossman 和

Grossman (1994)也提到，男生喜好冒險活動，很容易就可加入女生

的遊戲中，而女生則喜歡室內、閱讀、聊天活動，不易加入男生的活

動中。因此，適當的動態運動空間的規劃，是有助於兩性的發展。 

 

1.運動場規劃 

依據教育部（2004）所頒佈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國

民中小學的運動場設置應遵守以下規定： 

 

(1)國小每生所占平均運動場面積以 6 ㎡以上為原則，國中每生

所占平均運動場面積以 8㎡以上為原則。 

(2)學校運動場種類包含田徑場、各類球場、體育館(或風雨操

場)、游泳池等。 

(3)田徑場 

1以 400 公尺跑道之田徑場為理想標準，至少需有 200 公尺

以上跑道，如地形上之限制，以設置一條直線跑道為優

先。 

2跑道直道以南北向為主，以避免逆光跑步。 

3跳部場地宜設置於田徑場外。 
擲部場地，如鉛球、鐵餅和壘球擲遠，應視教學需要設置。 

田徑場地應有良好排水澆水系統。 

 

上述為運動場設置的基本要求，從規定中似乎看不出如何才能使

不同的性別充分使用到此空間，但唯一沒有疑問的就是，運動場通常

是佔據了校園中大部分的空間，但是使用頻率似乎是最低的地方（畢

恆達等，1999；湯志民，2000）。這主要是因現今校園運動空間之規

劃乃是以發育良好的男生為參考樣本，規劃往往以大肌肉的訓練為優

先，小肌肉與優美線條的練習場所不是過於擁擠，就是付之闕如（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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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達等，1999）。 

 

因此，在運動場地規劃上，仍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湯志民，

2000，2005）： 

（1）在運動場的附屬設施上，運動場離校舍較遠，應在附近適

當地點設置簡易洗手臺、飲水臺和廁所，以備師生就近使用。 

（2)在場地綠化上，運動場地內以不影響運動設施使用的原則

下，應多種植草坪予以綠化，以利學生休憩活動。 

（3）在運動場的周圍應多種植常綠樹木，以供遮蔭休息，並可

淨化空氣，防止風沙飛揚。 

（4）從性別面來考量，跑道在學校整個的平面規劃和運用，可

以做些彈性的設計，如直道跑道等，多釋放出更多的空間出來以利女

性使用。 

 

2.球場的規劃 

在動態的校園空間中，除了運動場最為人所探討外，其次就是球

場。依據教育部（2004）所頒佈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國

民中小學的球場設置應遵守以下規定： 

 

(1)球場之設置應以學生之需求和興趣為取向。 

(2)可將籃球、排球、羽球、網球和躲避球等球場規劃為綜合球

場，以發揮球場多功能用途。 

(3)球場座落方向應南北縱向，免日光直射球賽之一方。 

(4)棒、壘球場宜設於離校舍較遠之區域，以維安全。 

在張淑瑜(2004)調查中，多數的球場仍是以男生為主要使用者，

女生在體力、體型上均比男生來得小，因此，在競爭性的球類活動中，

是屬於弱勢一群，而且研究顯示，女性較會受球場上有異性因素所影

響，而降低使用球場的意願。所以，在規劃適合性別需求的球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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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項值得我們深慮（張淑瑜，2004；湯志民，2000，2005）： 

 

（1）籃球場地不足的學校，應在球場的四周可用之處多設置籃

框，以增加學生活動的機會。 

（2）室外球場應裝置夜間照明設備，也供青少年活動之用。 

（3）球場之設置重點應以學生的興趣為依據，方能發揮最大的

效用。 

（4）設置女生籃球優先使用架，但亦應教育男女共同打球。 

（5）考量球場的性別取向，規劃或調整使用率較低的球場類型。 

3.遊戲場的規劃 

遊戲是兒童生活、學習與成長之核心歷程，與教育息息相關，對

國小學生而言，下課時間，學校遊戲場就是他們聚集歡樂、嬉戲、抒

展身心之所（湯志民，2002c）。因此，在國小內設置遊戲場是相當重

要的。依據教育部（2004）所頒佈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

國民中小學的遊戲場設置應遵守以下規定： 

 

(1)遊戲器材之設置，首應考量其安全性，舉凡器材之設計、

材質、空間、位置等，應有安全防護設施，俾對學生之活動作必要的

保護。 

(2)遊戲器材的選擇，須配合學生生理年齡、心理需求、性別、

身高等因素。 

(3)遊戲器材可集中或分區設置，惟離使用者教室不宜太遠，

以免降低使用率。 

(4)中高年級使用之遊戲器材，可結合體能訓練，建構成為體

育循環教學區。 

(5)每種遊戲器材，應標示正確使用方法，並訂定使用規則。 

(6)器材與場地不適用時，即應予封閉，張貼警告標示，並儘

速修復或拆除。 

(7)各種器材、設備、活動場地，應採定期和不定期檢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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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紀錄，以利檢討和改善。 

 

為配合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遊戲場的規定，並融合性別平等教

育的理念，因此，湯志民（2000）指出，在學校遊戲場的設計應依循

統整性、發展性、多樣性、挑戰性、創造性、近便性和安全性。所以，

在校園空遊戲場設置有幾點注意事項（湯志民，2000，2002c）： 

 

（1）在區域配置上，應掌握「分開又能便利」的規劃原則，亦

即高、低年級的遊戲場應分開設置。 

（2）在場地規劃上，應有「統整且具創意」的規劃設計。學校

遊戲場應考量學生的年級分布、上下課時間，並配合學校的校舍建

築、校園和其它運動設施作統整性規劃，使其能得以發揮。 

（3）在性質種類上，應選擇「刺激而又多樣」的現代體能設施，

既可增加遊戲場的趣味和吸引力，也可發揮設施的使用效率；同時，

又能提高學生的遊戲興致，並使其感官經驗更為豐富。 

（4）在近便性上，遊戲場是兒童的天地，應讓所有的兒童（含

身心障礙兒童）皆有易近（臨近）、易達（動線）、易用（方便）的便

利性；因此學校遊戲場設計的近便性，應從易達、易用、無障礙環境

來構思。 

（5）在管理維護上，應注意「安全堅固耐用」的基本要求，期

使學生能在安全的遊戲環境中盡情嬉戲奔放。 

 

（三）規劃符合兩性需求的廁所空間 

1996 年 10 月 21 日內政部修正通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第

三十七條」，大幅提高公共建築物女廁的數量。在新的規定中，中小

學，男子每 50 人一個大便器，女子每 15 人一個大便器（舊規定是女

子每 35 人一個大便器），男子每 30 人一個小便器（畢恆達，2000c）。

不過因為 2000c 法令不溯及既往，所以有不少學校的女廁仍無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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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現代化的學校廁所，可從人性化的設計、舒適性的環境、現代化

的設施、教育性的布置和無障礙的空間等方向來努力（湯志民，2000，

2005）。根據教育部（2004）所頒佈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

國民中小學的廁所設置應遵守以下九條規範： 

 

1.教職員及男女學生廁所分開設置。 

2.男女學生廁所宜視學生活動區域情況分區設置，配置地點應方

便學生戶外活動時使用。提供低年級學生使用者，應毗鄰教室設置。

廁所配置總量應考量尖峰時段之使用量，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數量，以每 100 位學生男用小便器四至五個，大便器二至三個，女用

大便器七至八個為原則。各小便器之間宜設置搗擺。 

3.廁所之相關尺度應依使用者身高而定。小便器前線高度，國小

低年級約 36 公分，中、高年級約 45 公分。大便器隔間淨寬至少 100

公分以上，洗手盆高度國小低年級約 55 公分，中、高年級約 65 公分。 

4.男女廁所需配置工具間、洗臉盆、大鏡子、衛生紙架或盒、置

物架、掛勾、清潔桶等。馬桶儘量採用座式，儘量不要採用蹲式。 

5.女用廁所應考量女生生理期之處理，設置一間盥洗間，配妥沖

洗設備。 

6.採沖水式便器、自動或壓扣沖水小便器。 

7.設置化糞池。 

8.身心障礙者使用之廁所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條文及相關特教法

規之規定辦理。 

9.應注意通風、採光、防滑、易於清潔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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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內容可知，國民中小學的廁所空間

規劃，已考量性別生理上差異及兩性間不同的需求，除了便器數量的

要求，是以實際男女人數作為區分，而不同以往以單位面積為計算

外，另還針對不同年齡層的發展階段，規劃不同的準則；唯不同的是，

多數的研究指出校園空間中，學生基於衛生、整潔考量，較喜歡蹲式

馬桶（尤以女生居多），但此準則中卻是希望校園中的廁所便器形式

儘量採用「座式」，而非「蹲式形」的馬桶。 

 

此外，湯志民（2000）針對廁所設置時所要注意的事項也提出以

下建議： 

 

1.廁所出入口處，應設置遮蔽、屏風或盆栽，廁所內所裝設的鏡

子不要對著大便所的門或小便器，以免一覽無遺，閃躲無門。 

2.廁所牆壁應鋪設白色或淡藍色磁磚，地面以磨石地面，並有適

當坡度，以利洗刷、排水。 

3.便器樣式，大便器以蹲位為宜，但每間廁所應有一座式馬桶（可

以列入無障礙廁所一同規劃）；小便器，以半截為主，落地式以一個

為限（以免增加清潔負擔），俾利使用不同高度需求。 

4.大便所間隔，上下均應留 10 公分空間，以利空氣流通及沖洗

排水。 

5.女生便所應裝置警鈴，以維安全。 

 

綜上所述，符合性別平等的校園空間，除了有優質的規劃原則與

面向外，仍須將兩性的生理、心理差異與社會文化所存有的性別價值

觀等加以考量，才能建造出符合性別平等的校園環境，如政大附中為

打破性別的空間霸權，乃在籃球場與桌球室中設立女性優先區，鼓勵

女生踏入動態運動空間，促進空間中性別的流動（湯志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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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加大女廁便間的空間，增大女廁數量與更衣室、緊急求救鈴的

設置皆是以性別的心理、生理差異為出發點來設計校園的空間，如此

校園空間的環境規劃才能與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相結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 12 條才渴望可以落實。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廣已行之有年，

但性別平等校園空間的設計規劃仍是有限，建構具有性別平等觀的校

園環境，是所有教育人所應積極推動；如此，才能透過規劃良好的性

別觀傳遞給校園中的每位學生。 

 

性別平等教育已提倡多年，若要真正落實其目標，除了從課程結

構與教材內容改變外，校園環境既有的安排模式，也應符應性別平等

教育的主張，讓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能有更全面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