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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關於兩性之間除了外表和生理結構上的不同，認知能力、性向和智力發展等方面

是否也存在著性別差異現象，人文和自然不同領域有大量相關研究，尤其女性長

期以來在數學及科學成就的弱勢引起廣泛的注意（Xie and Shauman 2003）。生理

學及認知心理學研究傾向於認為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和男女的大腦認知結構不

同有關（黃  口麗莉 2003；Kimura 1999）；社會學及性別研究學者則認為，男女

之間的生理方面及大腦認知結構差異並不能等同於認知能力的差異，更不能將數

學成就的性別差異歸因於先天生理及認知結構的差異（Connel 2004，劉泗翰

譯）。近年來隨著社會文化的改變，家庭及學校逐漸重視性別平等教育，兩性在

數學成就及其他各領域的表現差異已逐漸縮小是最佳的證明。學者認為，長期以

來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現象實導因於成長過程中社會化的結果，先天認知結構差

異的影響不足以完全解釋女性在數學及理工方面的弱勢表現。例如社會上普遍存

在有數學是男孩子擅長科目的刻板印象，女孩子先天數理邏輯能力較差的觀念，

廣泛且深遠的影響兩性在數學方面的學習態度和成就表現（Davis and Spencer 

2005）。以下分別就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現象及原因做一簡單的回顧，再進一步

討論單一性別環境對於女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第一節   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現象及原因推論 

    一、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現象 

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現象在各學習階段有不同的狀況，Meece et al.（1982）研究，

進入國中開始，男女學生之間的數學成就並無顯著差異，但男生比女生選擇較多

與數學相關的課程。吳嘉麗（1998）則發現國小階段男女生數學及自然科目表現

無差異，認為由於數學與自然科目在小學中年級以前仍十分簡單，普通才智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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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不錯的成績，高年級以後數理科目漸趨複雜，如果教學無法引起學生興

趣，或學生產生心理障礙，將影響學習效果及之後的學習。國際上關於數學成就

的跨國研究，自八０年代後逐漸增加，例如台美日三個國家的比較研究發現，男

生的數學表現普遍比女生佳，不論各國文化背景差異，對於自然科學、政治方面

的知識和興趣，男生多於女生，女生則對文學、藝術領域較為擅長；不論性別和

文化，對數學的興趣和數學成就表現，兩者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學習數學的動

機越強，學生的數學成就越佳（Evans et al. 2002）。楊龍立（1991）指出在七０

及八０年代所舉行的大規模科學教育調查亦發現，數理成就的性別差異是國際上

普遍存在的現象，所得的結果均顯示男生的成績較佳。此外，挪威、加拿大和美

國地區跨國研究男女學生數學成就及選修進階數學課程的影響因素，發現不論性

別，學生對於數學的態度和信心最能預測是否選修數學進階課程；父母的最高教

育程度，父親期望和學生本身對高等教育的期望也有影響。研究結果如同其他研

究顯示，和男學生相比，女學生對於數學的態度偏向負面、自信心也相對較低，

影響數學的學習狀況，進而造成女學生數學成就低於男性的結果（Ercikan et al. 

2005）。美國 NELS:88 的資料顯示，整體來看兩性的數學成就並無顯著差異，但

男生組內的數學成就變異大於女生，女生的表現較為集中在中等程度，高分群比

例較少，影響整體的平均分數；高成就群中男性佔多數，越往高分群性別差異越

顯著。至高中畢業前，數學成績 95%等級內男比女為 2:1，男女生在數學成就的

差異現象在中學時期逐漸擴大（Fan et al. 1997）。 

數學的學習動機也是影響數學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數學高分群中男女生懸殊的

性別比例可能與學生的職業期望有關，志在理工科系的學生有較強烈的動機學習

數學，因為理工領域需要較佳的數學能力才得以勝任，數學扮演篩選能否進入理

工領域的過濾器角色（Xie and Shauman 2003）。女生和男生相比，比較不會選擇

理工為將來職業，因此對於數學的學習動機較低，數學高成就群因而佔少數位

置。各國研究皆顯示，中學時期男女學生的學業傾向已經表現出明顯的性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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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女生在此時期對數學的興趣和參與程度直線下降，且學業成就優秀的女生與

同樣表現的男生相比，仍較不會選修數學和科學課程（Catsambis 1994; Lee 1998; 

Shapka and Keating 2003）。本研究將會把女生班男女合班的國中女生其教育期望

等與數學學習動機有關的因素，納入可能影響數學成就的個人層次變項之一。 

小結以上國內外研究結果，越往高年級，女生與男生之間的數學成就逐漸出現差

異，尤以高分群的性別差異最懸殊，由此可推論，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並非如認

知心理學家所主張的先天能力差異造成，否則此性別差異現象應該呈穩定狀態，

學生個人的學習興趣及動機、後天的學習環境及其他社會文化因素才是造成女生

數學成就落後於男生的主要關鍵。另一方面，並不是所有的研究都一面倒地顯示

女生的數學成就遜於男生，雖然支持數學成就的確存在性別差異現象的研究結果

佔多數，但可能如性別研究學者推論，一般學者傾向報告有顯著差異的研究結

果，使得性別差異不顯著的研究較少被發表（Connel 2004，劉泗翰譯），例如

Kianian（1996）的研究即發現，男女學生的數學成就沒有顯著差異，原本數學

程度相近的中學男女學生經過能力分班上課後，每班依程度授課，同班內學習數

學的課程內容和時間一樣，學期末再測驗的結果，同班內的男女數學成就沒有顯

著差異。因此女生在高成就群佔少數，不見得是因為數學成就不如男生，而是缺

乏學習動機造成，如 Catsambis (1994)發現若強迫女生選修數學，學期末再測驗

結果，女生的數學成就反而會比男生優異。 

總的來說，支持男女性在數學成就上有顯著差異的研究結果遠多於不支持的一

方，分析兩種不同結果的研究後發現，支持顯著差異的研究對象多為中學生以上

階段，不支持的研究對象則部分為低年級學生。這也符合一般的研究結果，即數

學成就的性別差異隨著升上高年級及中學後逐漸顯現，以下進一步討論造成此現

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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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致數學成就性別差異現象的原因 

導致數學成就有性別差異現象的原因，可分為先天與後天兩種歸因。心理學家傾

向認為與男女先天上能力的差別有關，兩性擅長的領域本就有異。社會學家持不

同看法，強調是後天教養和社會化過程的性別差異造成，與先天能力的關連較

小。可能導致數學成就男女有別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認知能力：針對數理能力的性別差異現象，心理學者各提出不同的理論觀

點，早期學者認為男女能力上的差異是生物先天因素造成（Thorndike 1906, 

1910，引自黃幸美 1995）；男女的差異主要在語言能力、數學、視覺、空間能力

與攻擊性等領域（Caplan et al. 1997）。男性的一般知識、機械推理、空間知覺與

問題解決能力，顯著優於女性；女性在語文應用，如拼字、文法、知覺速度、數

字計算等方面表現優於男性（Benbow & Stanley 1980, 1983）。因此，認知心理學

家認為男女先天能力的不同是造成數學成就性別差異的主因。 

（2）社會心理學：數學訓練是培養獨立自主解決問題的能力，學習過程中會面

對較多困難和挫折，女性的社會化經驗造成較依賴權威的性格，遇到問題時，與

男性相比，傾向被動等待解答，不利於數學的學習（Entwistle, Alexander and Olson 

1994， Manning 1998）。家庭心理學的研究則發現，數學能力與後天家庭環境的

教養相關，傳統上，獨立自主解決問題是較傾向男性氣質的性格。研究發現，父

親與家人同住時，男生會有較多機會置身在分析思考情境中，例如父親會要求兒

子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或與其討論各種話題，女生則較順從，且父母會主動幫

助其解決問題（Carter and Wojtkiewicz 2000）。男女成長過程中受到不同的教養

方式可能與日後數學學習傾向差異有關，例如 Entwisle 等（1994）研究鄰里對於

數學成就的性別差異影響，發現鄰里對男生有比較顯著的影響，可能是因為男生

從小受到較少的戶外活動限制，行動獨立、自主、自由，例如外出打球，女生則

受到較多限制，留在家裡與親人互動。鄰里環境好則男生數學成績較佳，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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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鄰里環境差，則男生的數學成績也明顯較差，女生則不受影響。此外，綜上所

述，性別角色態度的形成早在學齡前，家庭教育階段即開始，本研究將觀察國中

階段女生的性別刻板印象對於其數學成就是否產生影響。 

（3）社會化過程：性別角色非先天形成，透過後天家庭教養及學校教育的社會

化過程，無形中灌輸性別刻板印象，尤其數學及理工科為男性佔優勢領域的觀

念，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數學與性別刻板印象之間的關連已有許多研

究，可分為家庭、學校兩方面： 

I.家庭：家庭是影響一個人社會化過程最早的影響力來源，Kohlberg（1966）

認為兒童性別角色態度受家庭與文化決定性的影響。家庭背景中影響女性社會化

過程的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組成、父母年齡、兄弟姊妹與排行、母親的

就業時間與工作意願、母親的教育程度、家庭社經地位、親子認同偏向與性別性

質。David et. al（2003）指出母親就職的女生對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程度顯著較低。

由此推論，性別刻板印象程度與女生選擇非傳統女性職業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程

度的高低也與數學學習性向和動機等有關（Schmader et al. 2004）。文化偏見的內

化，造成女性對於數學產生畏懼。數學注重從錯誤中學習的精神，但女性若遇到

學習困難，容易畏縮放棄，裹足不前（Correl 2001）。從社會建構論看，父母管

教態度與方式是社會化歷程中的重要成分，研究顯示，父母（尤其是母親）對數

學的困難度認知及對數學價值之認定，對小孩的數學性向有更大的影響力，若父

母從小對女孩施予獨立性訓練，則其數學性向也會較強（Slack & Porter 1980，

轉引自黃口麗莉 2003）。若女生認為數學為男性擅長領域，則數學成就也會較低

（Ma and Kishor 1997; Keller 2001）。 

II.學校：學校教育歷程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將性別階層現象合理化及性別刻

板印象內化，影響之後的性向和能力發展。不論是發展中或工業化國家，中小學

教科書的字裡行間和插圖中往往傳達男尊女卑的訊息和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學

者甚至認為，教育的功能並非幫助女性的解放，而是在於『父權秩序的再制』（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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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芩 1995，1998）。有關教科書中所存在的性別意識型態及議題研究很多，大致

指出以下幾個現象（莊明貞 1998）： 

1.以出現的次數論，女性遠低於男性； 

2.以出現的地位論，女性地位低於男性； 

3.以出現的職業論，女性的職業侷限在傳統的護士、秘書、助理等； 

4.以出現的學科背景論，女性所學的領域限制在傳統的文學、藝術及家政等，

男性則以理工、科技領域為主； 

5.以出現的形象論，女性被刻畫成依附、受保護的角色，男性則是獨立、堅強

勇敢的形象。 

在自然及體育課程中，男學生獲得較多資源及關注，負責儀器操作和動作示範，

女學生較無法主動操作，只能從旁協助和負責善後、記錄實驗結果。潛在課程中

的學校空間規劃也常出現性別歧視的問題，以男強女弱的刻板印象分配空間，將

女性歸於室內，男性歸於室外，設施以男性中心為主體考量，忽略女性需求，未

顧及女性安全等問題（莊明貞 1998）。檢視數學和理化教科書內容，舉例時多以

男性為主，例如計算年齡，一定以父子年齡為範例，少見母女的比較。數理教科

書無形中將女性摒除在外，女學生對於數理科目不易產生認同感，在潛移默化下

失去學習數理的興趣和動機（吳嘉麗 1996）。學校數學課程的安排和內容、師生

互動、學習機會對於女生較不利（Catsambis 1994）。 

學校人事結構中，主管多為男性，職員多為女性，女教師的地位普遍低於男性，

男教授和女助理等等（莊明貞 1998）。畢恆達（1999）針對國內學校實地進行校

園觀察，教師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影響班級事物的工作分配，女性常被認為是較

細心、力氣小、需要被保護，因此工作分配時多從事一些需要耐心，但不需太大

力氣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往往單調而重複。另外，團體中，男生往往擔任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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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生則以輔佐工作為主；男生當班長、體育股長，女生當副班長、學藝股長，無

形中不斷的複製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和性別分工。 

課堂互動方面，根據 Sadker & Sadker（1994）的研究，不論科目，男學生都參與

較多的課堂活動，教師問男學生高思考層次的問題，女生較被問及瑣碎記憶的問

題；男生常用叫喊的方式爭取發言權，教師對其反應較正面通常給予認知性方面

的教導，女生則是先舉手後發言，較為含蓄，容易被忽視。國內謝臥龍等（1999）

研究高雄市六所國民小學師生互動情形，發現男學生與教師互動較多，男生在數

學與自然課與教師互動較女生頻繁；女生在國語與社會課獲得較多互動機會。在

中等學校校園和高等學府裡，仍然普遍存在著「女性先天即不擅長數理」的刻板

印象，嚴重影響及限制女性的發展（Sadker and Sadker 1994）。男女學生皆認為

數學為「男性」領域，但男學生認同數學為男性領域的傾向較高，且對於數學學

習抱持正面積極態度，自信心和興趣都比女生高；老師對女生和女生對自己數學

成就的要求皆比較低（Pallas et al. 1983; Leder 1986）。若老師受過性別平等教育

的特殊訓練，鼓勵女學生科學和數學課程參與，改變教學模式，則學生在科學成

績，職業興趣和期望等各方面都會有顯著的正面提升（Mason & Kahle 1989）。 

綜上所述，若女性將性別刻板印象合理化和內化，認同數學為男性領域，對於本

身的數學學習動機和成就會造成什麼樣的影響？研究發現合理化男女地位差異

的女性亦傾向於相信女生數學的確不如男生；有性別刻板印象觀念的女生對自己

能力的自信心顯著較低，較沒有繼續念研究所的打算（Schmader et al. 2004）。老

師的教學和性別觀念也會影響學生，抱持性別刻板印象觀念的老師，其學生的性

別刻板印象傾向也較高（Keller 2001）。基於此，本研究將檢驗老師的性別刻板

印象對於女生數學成就的影響，是否如過去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刻板印象較強的

老師，班上女生的數學成就越低。 

但是，女性的數學成就並非一面倒的落後於男性，學校教育並非必然會複製社會

的性別階層化結構，關於單一性別學校或班級的研究即指出，就讀女校／女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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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學生與男女同校的女學生相比，對於性別角色抱持較平等的看法（Lee and 

Marks 1990）；女生在女校選修較多數學及科學課程，在這兩個領域的表現也較

高（Lee and Bryk 1986; Riordan 1994）。本研究即試圖進一步瞭解就讀女生班或

男女合班對於國中女生數學成就的影響，觀察就讀單一性別班級與一般男女合班

的女學生自國一到國三這段期間的數學成就，是否發生變化，再進一步看就讀女

生班的女生數學成就是否優於男女合班。下一小節即整理國內外對於單一性別環

境的相關研究，單一性別班級和學校相較於一般男女合班合校的環境對於學生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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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單一性別環境的相關研究 

本論文欲研究國中女生就讀於單一性別班級，相較於一般男女合班對於其數學成

就的影響。女生班和一般男女合班不只是學生性別比例的不同，任教老師的性別

觀念、師生互動、班級學業氣氛、同儕關係也會因為性別比例而產生差異，繼而

影響學生的性向發展、教育職業期望及學業成就。目前關於單一性別環境的研究

主要是研究女校和女生班，較少有針對男校和男生班的研究。研究結果對於是否

應維持單一性別的女校制度，大致上可分為支持及反對兩方。支持單一性別環境

者，主張在單一性別環境學習，對於女生的學業成就、教育期望、領導才能及性

向發展等各方面皆有明顯幫助；反對男女分班或分校者則主張男女共處的校園生

態和社會的情形一致，學習兩性互動從學校開始，可幫助減少性別刻板印象。 

（1）支持單一性別環境的研究發現可分為兩方面，對所有學生皆有利以及對女

生有明顯助益。對所有學生都有利的相關研究指出，單一性別學校讓學生不用花

過多心思在約會活動，較能夠專注於課業。依據人類學的研究，原始社會普遍將

男女孩分開教養直到成年，男女一同接受教育其實是近代的觀念（Mael 1998）。

美國加州 1998-2000 年三年期間曾經進行公立單一性別高中的教育實驗計畫，由

於經費嚴重短缺，三年後多所學校關閉，雖然時間不長，但師生意見仍有參考價

值。整理結構化訪談結果後，大致上，學校行政管理人員、老師、學生及家長對

於單一性別學校都有正面看法。男女生共同舉出的主要優點為，不用在意異性的

注意，因此在學校期間可以較專注在課業上。女生認為課堂中發言的壓力減輕很

多，因為合班上課時男同學會嘲笑、干擾女生（Hubbard and Datnow 2005）。 

支持女校對女生有利的研究主張，純女校可以幫助女性減少性別刻板印象及傳統

性別價值觀的影響，合校的校園氣氛和課堂互動其實還是父權社會的縮影，會貶

抑女性的發展，男性並不會因為與女性同校學習而較具兩性平權意識，對於性別

角色還是抱持傳統看法（Lee, Marks and Bryd 1994）。女校的女生可以有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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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角色模範（role model），一般男女合校的領導者和老師以男性為主，女生沒

有適當的角色模範可以參考學習，對於領導行為的發展不利。研究顯示一般男女

合班上課的班級中，男性會主導課堂討論，老師也會給予男學生較多的關注，尤

其是數學課、實驗課、課外活動和體育課，女學生相對較弱勢（Mael 1998）。進

入單一性別學校對女學生有正面影響，與男女合校的女學生相較之下有以下特

徵：考試分數較高，自尊較高，較不傳統的性別角色態度（Kim and Alvarez 1995; 

Lee and Bryk 1986; Riordan 1994）。女子高中學生進入大學後也有以下特徵：較

不傳統的性別角色態度，政治活動參與度高，教育成就較高（Lee and Bryk 1986; 

Lee and Marks 1990; Solnick 1995）。女生在女子高中選修較多數學及科學課程，

在這兩個領域的表現也較高（Lee and Bryk 1986; Riordan 1994; Streitmatter 

1998）。但研究也發現，即使女生和男生一樣選修相同的數學課程，得到相同的

分數，女生上大學時仍然較少進入數學要求高的相關科系（Thompson 2003），可

推論數學成就並不是真正影響理工領域性別隔離的原因，應有其他個人及社會文

化因素。 

一般男女合班的課堂上，女生受到的注意力明顯少於男生，男生對女生有意無意

的性騷擾行為造成嚴重的困擾。男女合校的女生自尊及自信較念女校的女生低

落，女生在男女合班的班級易感受到不友善的氣氛（chilly climate），例如：不被

鼓勵參與課堂討論、職業期望降低、逐漸損害自信、無法獲得課堂外的幫助、為

避免有性別歧視傾向的班級而轉班轉學、易遭受語言或行為的性騷擾等（Sadker 

and Sadker 1994）。 

為什麼男女合校合班對女生性別刻板印象發展比較不利？Holland and Eisenhart 

(1990)認為青少年時期的女學生文化圍繞在羅曼史和讓自己具有吸引力上面，會

傳遞男性優勢和影響女性的學業選擇。研究指出，性別角色態度與選擇主修男性

為主的機械領域之決定有高度相關，女子高中在女生的性別社會化上有別於一般

男女合校高中，就讀女子高中的學生比較願意選擇傳統男性科目為大學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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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nick 1995）。Mason 等人的研究發現，若老師受過性別平等教育的特殊訓

練，改變教學模式，主動積極鼓勵女學生科學和數學課程參與，則女學生在數學

和科學成績，職業興趣和教育期望等各方面都會有顯著的正面提升（Mason and 

Kahle 1989）。因此，教導單一性別班級的老師若對於性別角色態度抱持較不傳

統的看法，鼓勵女學生培養數理方面的興趣和才能，對女學生的數學成就會發揮

正面作用。 

單一性別環境不只影響性別角色態度的建立與發展，對女學生學業成就也會產生

影響，Carpenter and Hayden (1987)在澳洲地區的研究，女學生在單一性別學校會

與較具學業傾向的朋友交往；女生進入女子高中對其十二年級時是否選讀科學課

程，學業成就，對重要社會議題的關懷等有顯著的預測力，女校的學生較高比例

選讀科學課程，較具社會關懷意識，會主動參與公共事務。Campbell and 

Evans(1997)指出男女分班教學有助於降低女生對於數學的焦慮，女生班的女生與

男女合班女生相比，數學焦慮顯著較低，學習情況較佳。與男生同班的女生可能

會因為男同學的數學優越感，導致數學焦慮較高。此外男女分班教學的女生，數

學自我概念會隨著時間提高，對數學的信心逐漸上升，男女同班的女生則逐漸下

降（Jackson and Smith 2000）。 

（2）反對單一性別環境的研究：沒有男性同儕有時反而會讓女學生較傾向傳統

價值觀，選擇傳統性別職業。男女同校對於男學生的性別社會化發展較有利，幫

助他們形成較平等的兩性價值觀，打破僵化的刻板印象；同校的男學生也較少出

現反社會和攻擊行為。若沒有女性同儕，男學生不會察覺到自己的性別歧視的態

度和行為。英國研究發現老師和學生都比較喜歡男女合校，合校的氣氛較融洽，

學生認為合校的老師比較友善和樂於助人，單一性別學校校規嚴格，老師和學生

之間距離較遠（Mael 1998）。 

Harker（2000）在控制學生背景之後發現女學生在兩種學校的學業表現並沒有差

異，研究從女校轉型為男女同校，學校轉型後，女學生的自我概念有提升，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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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沒有差異；女生在男女合校會選修男性領域科目，但男生不會選擇傳統女

性氣質科系為主修。女生會變得選修較多男性領域科目，有可能是因為學校為了

男學生的需要加開這方面的課程，因此，推論不同的環境會影響學生學習行為，

以致於不同的學習傾向，但不會影響學業成就。Stoecker 等（1991）研究女子學

院的結果顯示，控制學生入學前的社經背景地位等變項之後，女校和一般合校的

女生學業成就及職業選擇並無差異。歐洲地區的研究，單一性別班級在單一性別

或男女同校學校的影響，數學和語文學習成就有不同的效果，男生在男女同班的

環境，語文成績有顯著的進步，但數學成就沒有差別；女生不論在單一性別和男

女同班，數學和語文成就都沒有顯著影響，但從學校層次觀察，女生在女校的數

學成就會有顯著進步（Van de gaer et al. 2004）。但要注意的是，歐美澳等地區單

一性別中學多為私立或天主教教會設立，學生背景同質性較高，因此若只比較單

一性別學校和一般男女合校的學業成就差異，研究結果可能只是反應私立及天主

教學校的篩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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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從學生的心理層面、性別認同和性別角色來看。性別發展是一個集合的過程，透

過社會文化複製過程、日常生活的互動和結構化的機制塑造，包含：性別分離的

活動，男孩女孩的友誼關係模式，跨性別的互動，性別的階層化結構，語言的使

用等等。因此，女生在女校或女生班較有歸屬感，在一般男女合校合班環境，女

生容易成為負面參考團體，尤其是數理成就和領導行為方面，成為男生的比較對

象，男生較會以語言及行動給予女生壓力。相對之下，女校提供一個以共享的性

別認同為基礎的社會連帶環境，女學生較無壓力困擾(Brutsaert & Van Houtte 

2002)。研究指出，合校的女生較容易受到性別刻板印象影響，選修課程和性別

期望較為傳統（Lee & Bryk 1986）。青少女在男女合校比在分校更能強化其女性

認同，易察覺到自己身為女性的社會事實，以及男女之間的差異，男生則沒有顯

著差別（Brutsaert 1999）。可能是因為女生在當男生出現時較易感覺到性別認同

的壓力，如同 Coleman 的經典研究，女生較易察覺到他人的眼光和順從於他人（男

性）的期待要求之下，以避免被團體（社會）排擠，女生成為男生注意力的客體，

有礙發展出獨立自主的自我及性別刻板印象。 

單一性別環境的女生，不論個人學業成就高低，對自己有較高的職業期望，影響

因素包含：父母支持、接觸女性模範人物機會極大化、教師參與及同儕合作。就

讀女校女生的職業期望，在中學期間並不會出現下降情形，對照於就讀一般男女

合校的女生，在此時期容易出現自我期望降低的現象。女校的校園氣氛充滿友愛

和忠誠，師生關係溫暖，若女生在校園和課堂中可以獲得充分的注意力，成就及

自我期望等都會更高（Watson, Quatman & Edler 2002）。 

為什麼單一性別環境對於女性的數學成就及其他各方面表現，如科學成就、領導

行為較有利？與其說女校或女生班的環境對女性發展有幫助，不如說男女合班或

合校其實可能隱含對女性發展的妨礙，學校環境、設施及課程設計是為了男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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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女性在學校往往被忽視和壓抑，例如課堂發言、領導地位、體育課等等。

青少年時期的女生也容易受到男同學有意無意的性騷擾，男女同校的校園內性別

歧視的影響無所不在。雖然在同樣的環境中學習，但數學以一種女性不太熟悉的

方式呈現；女生在學習數學的過程中較少受到鼓勵，影響女性學習數學的動機和

較不易培養數理方面的興趣，繼而影響到數學成就。 

青少年時期最重要的是發展自我認同，尋找自己的可能性，例如未來的職業選

擇，個人價值觀及自我定義等。青少年在國高中時期所經驗的種種事物將對其人

格發展及自我期望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學校組織及師長是否可以提供青少年，

尤其是女學生，一個良好的認識自己的環境，減少家庭背景、社會偏見及刻板價

值觀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即為本文所欲探討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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