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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戰後五十年來，我國學校教育發展迅速、成果斐然，尤其自民國五十七年實

施九年義務教育以來，今年國民教育的就學率幾已近百分之百，幾乎人人都有機

會接受基礎教育。然而，如果進一步分析教育的品質，即發現女性的教育處境仍

然遠遜於男性。依據九十學年度中華民國教育統計結果來看，在大學以下的就學

率女性與男性雖已趨近相等，但在碩士班與博士班的男女就學率之差距則愈趨加

大，女性在研究所階段的教育機會與男性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別，尤以科技領域差

距最大(教育部，2002)。準此，越高層級教育階段女性的受教機會愈落後於男性，

女性教育權利仍然無法與男性相等。 

  男女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除了教育制度未能提供男女均等的教育環境與

機會之外，更是長期不當文化規範形塑的結果。我國傳統文化深植男尊女卑的規

範，使得很多教材複製著男性中心的文化意識，全民在這樣一個男尊女卑的文化

規範與教養下，習得了男尊女卑的意識。目前，雖然我國教育文化逐漸現代化，

大眾已慢慢地能夠接受男女平等的觀念，但是，在行為實踐上距離男女真正動態

平等的目標仍需賣力改進。因此，要促進真正兩性平等的觀念與行為，必須反省

文化規範與教育中的偏見與扭曲情形。而要改變不當的兩性文化規範，教育是最

有利與成效最能持久的改革方式。據此，在現階段我國男女尚未完全平等，女性

尚未全部具有自主意識，成為一個「全人」之際，全面推展婦女教育將成為建構

兩性平等文化規範，促進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關鍵性因素。尤其在二十一世紀所

有人的教育權不應因性別、種族而有所不同，我國婦女教育質與量上的不平等更

值得去省思改進。因此，如何擬訂有效的政策來達成男女平等的教育實是刻不容

緩之事。 

  有鑒於此，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第五次委員會議

中決議研擬我國之「婦女教育政策」。為配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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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教育部特委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王秋絨、教育系潘慧玲、家政教育

系黃馨慧等三位教授組成「婦女教育政策」專案研究小組，協助研擬我國之「婦

女教育政策」。 專案研究小組經過多次內部會議的討論、文獻探討、三次專家

學者 (包括大專院校教師、婦女團體、律師、與民意代表，共二十四人) 組成的

焦點團體之討論以及四次全國分區 (北區、南區、中區、東區)座談會等嚴謹的

研究程序，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我國婦女教育政策之研擬。 

  專案研究小組完成之「婦女教育政策」送交教育部後，復經教育部部內會議

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進行文字微調，並於九十年八月八日由教育部

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組第一次會議中，針對各項實施方案確認其

時效性、妥適性與可行性，另亦就行政院各相關單位如何確實落實該政策方案作

討論。至此，婦女教育政策已步入推動實施階段，為讓國人瞭解當時專案研究小

組為今日婦女教育政策方案所進行之奠基工作細部內容，特將該專案內容加以濃

縮、改寫，尤其對於當時所檢視的國內婦女教育現況的統計數據，均一一作了更

新。 

 

貳、婦女教育政策的理念 

  自一九六０年代西方興起第二波婦女運動以來，女性主義學者及婦女運動者

即針對婦女在社會、文化、經濟、生活與教育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剝削提出反省與

批判，並致力於婦女自我意識的啟蒙。其中或透過演講、研習，或透過婦女運動

來倡議性別平權，此除使社會潛存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得以突顯外，對於性別平等

的促進更發揮了正面功能。惟性別平等的理想需要長期努力方能達成，故必須藉

助長遠的教育及文化發展途徑的雙管齊下，才足以竟其功。準此，本政策之研擬

遂採擷「教育是一長期價值引導歷程」的觀點，希望以「培育女性具有尊重性別

平等的價值觀，樂於做為獨立自主，具有自我主權的人的信念」為核心，避免在

爭取自主生存權的過程中，不自覺地重蹈過去男權壓制女權之覆轍。因而，本政

策之擬訂有其教育倫理之考量，即立基於人存在價值的尊重，不因性別而有所不

同。依此，由基本人權的角度出發，基於對人的尊重，對個人主體生存尊嚴與權

力尊重的考量，建構以下四個基本觀點，作為擬訂我國婦女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據： 

一、婦女教育係以彰顯人的主體性為根本依據：婦女教育最終目的是要使婦

女與男性都能成為真正自主的人，每個人都享有最大的生存尊嚴，都受

到最大的尊重，擁有最大的自主生存權，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二、婦女教育政策之擬訂雖以婦女為對象, 然而其本質係立基於性別平等的

考量：婦女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婦女，然而要養成女性適當的角色概念與

平權行為，需要男性的接納與支持，因之，本政策首在教育婦女，如資

源充足則擴及教育男性，以達到性別的平等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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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婦女教育政策的實踐與推動宜具有教育的倫理考量：婦女教育的推動宜

考量實踐過程中消極地避免對女性或男性的傷害，積極地則要遵守人際

互重的準則，並依據人的教育權與存有權 (being) 研擬教育政策（王秋

絨，1991）。 

四、婦女教育政策的落實與推動宜具階段性：首先教育婦女認識自己依附男

性存在的扭曲狀況；接著引導婦女學習與男性平等，建立兩性相互尊重

的價值觀，並進而使婦女有能力與男性共同學會成為一個真正自主的

人，並建立「多元性別」相互尊重的價值觀。本政策以達成前二階段為

主，第三階段為輔，並將多元性別價值建立作為下一階段性別教育的主

要目標。 

      為使婦女政策的實施範圍更具體清楚，本政策的教育對象是指不同年齡階

段的女子。此外，婦女教育的實施，宜特別加強性別發展的關鍵期及危機期之教

育，使所有婦女都有終身學習角色認同與自主性價值的機會。 

 

參、婦女教育實施之現況與問題分析 

  根據文獻探討、三次的專家學者焦點團體 (focus group) 以及四次的全國

分區座談會討論，歸納出以下六點用以分析我國婦女教育的實施現況與問題。 

一、男女的受教機會 

  男女的受教機會乃指男女兩性教育機會質與量的均等。教育機會量的均等乃

指男女在各級各類學校入學機會沒有性別限制，或接受相同年限的教育。教育機

會質的均等則指男女在受教過程中，教育與學習品質的均等，包括入學後兩性的

教育過程與教育內容之均等。 

  根據九十學年度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教育部, 2002) 數據來看，女性在高中

以下的就學率跟男性雖已趨近相等 (詳見表一)，然而，在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就

學率仍不理想，碩士班男生人數是女生的1.8倍，而博士班男女生人數的差距更

為嚴重，男生人數是女生人數的3.8倍 (詳見表二)。 如進一步分析，女性在高

職、專科、大學及研究所的教育機會與男性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別，尤以科技類

與工業類差距最大 (詳見表三至五)。 由數據中顯示，男女的學業類別選擇仍侷

限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如高職學校中工業類男生人數為女生7.2倍之多，女

生在家事與醫事護理類的人數則遠遠超過男生。在大學裡面，男生在工程類別的

人數是女生的7.2倍；在研究所碩士班裡，男生在工程類別的人數是女生的9.3

倍；在博士班裡，工程類別男女生人數的差距比例更為嚴重，男生人數為女生人

數的14.6倍。由此一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在越高層級教育階段之工業技藝、工

程、法律、數學與電算機、自然科學以及運輸通信等類別 (詳見表四與表五) 女

性教育的機會與過程都遠遠落後於男性，女性在教育權利上的不均等是源自於興

趣的差異或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是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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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社會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機會並未能夠普及到各個社經階層的婦女，尤

其是不利地位的婦女，如單親、殘障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以及鄉村及偏遠地區

的婦女。因此，本政策擬訂增加婦女受教與學習機會等方案來因應與改善男女教

育機會質與量不均等的現況。 

 

二、課程與教學 

  課程與教學乃指學校與社會教育中，課程設計 (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課程)、

教材、與教學/教育活動裏性別偏見與歧視的情形。 

  課程與教科書是學校傳遞知識與社會價值觀的最主要途徑。然而，學校課程

的設計卻含有性別偏見與性別區隔的不當意識型態。例如：現行高中軍護課程仍

規定男生必修軍訓，女生必修軍護；而進一步了解大學軍護課程的情形，並未因 

1994年「大學法」修改後而有多少改變。非正式課程也是教育過程中重要內涵

之一，然而，學校日常生活中，經常以性別來劃分各種規定與活動。例如，制服

儀容的規定、分配清潔打掃的工作，乃至班級幹部的選拔指派 (畢恆達、唐筱雯、

吳瑾嫣, 1999)。以性別作為分類依據，會加強學生對於生理性別與性別角色的

認同，而限制了學生的選擇與學習機會。 

  此外，基於教科書呈現的內容可內化成個人的意識型態，因此，有關教科書

內容中的性別意識論題，近年來逐漸受到女性團體的重視。戒嚴時期嚴格的教科

書管制政策, 使得全台灣所有學生必須學習標準化的教材，各級學校教科書內容

充滿對於女性的偏見，如性別刻板印象、忽視缺略女性、違反事實等方式，出現

於課文、插圖、表格、照片、題解、活動設計與教師手冊中。雖然解嚴之後，教

科書的內容已有相當幅度的修訂，然而就性別意識型態的呈現而言，仍有極大的

改進空間 (謝小芩, 1999) 。 

  因此，針對正式與非正式課程裡不當的性別區隔設計，以及教材或教科書中

性別歧視與偏見的情形，本政策從檢視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與教學著手，並研

擬相關方案以重構合宜的性別教育課程與教學。 

 

三、學校空間的分配與使用 

  學校空間的分配與使用乃指校園的安全問題以及校園空間的設計與佈置未

有兩性平等的觀念，致使在校園空間的分配與使用上有性別歧視的情形出現。 

  近幾年來，校園性侵害問題逐漸受到婦女團體與社會的重視。雖然性侵害的

受害者也有男性，但所有調查研究都顯示女性受害比例遠遠高於男性，而媒體所

報導的個案，更無一例外都是女性，從幼稚園到大學各年齡層都不能倖免。根據

研究發現指出，中小學生更是學校體系中最弱勢的一群，校園性侵害的受害比例

也最高 (謝小芩，1995 )。校園性侵害不但嚴重傷害了女學生的學習權，更危及

其人身安全，剝奪了其免於恐懼的自由 (謝小芩，1999)。 

  此外，校園基本設施與空間的規劃往往沒有充份照顧到女學生的需求。例如

學校廁所常位於學校角落，光線與通風不佳，女廁所單間數量不足致使女學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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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大排長龍而下課的時間又相當有限，在這些情況下，女學生常常為了避免上廁

所，經常憋尿而影響健康。學校的操場、球場以及空曠的角落也常是女生不敢涉

足之處。相對地，男生則較不受限制，而享有較大的活動空間 (楊清芬, 1995)。 

  因此，針對校園安全以及校園空間設計性別偏差的情形，本政策研擬保障婦

女的空間權利等方案，以加強學生、教師以及學校高級行政主管人員性別平等的

空間觀念，並加強學生身體自主與身體安全教育，促使學校重新規劃與檢視其校

園的空間分配與設計，使女性學生能有一安全、無性別歧視的學習空間與環境。 

 

四、婦女教育的人才培育 

  婦女教育人才培育乃指高級婦女教育人才、管理人才與相關師資的培育。就

婦女教育的實施現況與問題分析中發現，婦女教育推動的一大阻礙因素乃是傳播

與建構女性知識的高級人才不夠，現行師資與高級行政主管缺乏性別平等的意識

及敏感度。 

  國內目前雖有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及高雄醫

學院的兩性研究中心等婦女研究相關單位，然而有關婦女/性別研究所卻相當

少，而婦女研究相關課程亦未有系統地被納入大學教育課程中。在建立性別平等

社會的過程中，高級婦女教育人才的培養乃為婦女教育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之

一。 

  此外，教育的成敗與否繫於教師，然而過去國內師資培育過程中，甚少有性

別相關議題的課程，兩性平等與性別平等的意識與觀念未能透過師資養成的過程

中有效地傳播與建立。因此，在師資培育過程中，即應全面關注性別議題，強調

性別平等與尊重的觀念與能力，加強準教師對相關問題的重視與敏感度，並培養

準教師性別平等意識與處理性別議題的知識與能力。對於在職教師、主任及校長

等高級行政主管人員，應推動在職進修，加強其對性別議題的認識，建立開放正

確的性別價值觀，培養處理與性別有關問題 (如性騷擾) 的能力。 

 

五、婦女教育研究 

  就國內現有之性別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探討主題多集中於學校課程與教學中

性別意識的檢視（潘慧玲，1999）。然而，就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觀點來看，婦女

教育的研究除了課程與教學中性別意識的檢視之外，更重要的一部份是婦女知識

建構、婦女學習與發展等相關基礎研究。因此，如何從女性經驗與知識的觀點出

發，建構女性學習的方法，以及如何在教學活動設計與課程中納入女性的知識與

觀點等，皆為本政策所提倡之婦女教育研究的重點。 

 

 

 

六、相關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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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教育的落實需要相關支援系統的配合。在文獻探討與專家學者的討論

中，現有資源的整合與婦女教育專責機構的建立是最常被提及的部份。目前國內

有關成人婦女教育活動之辦理單位，雖然相當多元化，包括教育行政體系、社政

體系、農政體系與民間團體等（黃馨慧，1992），但彼此之間都缺乏聯繫與協調，

更乏整體之內容規劃，尤其是教育活動場所，因缺乏托兒服務措施，使年輕婦女

之進修活動受到影響。 

  此外，除現有資源的整合與婦女教育專責機構的建立之外，本政策認為婦女

教育支援系統應考慮媒體與文化活動中不當性別意識的影響，以及建立獎勵措施

與加強和國際間婦女教育推動機構與相關單位的交流。 

  

表一 1990-2001年國中及高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 

國中畢業生 高中畢業生 年 

男 女 男 女 

1990 108.39 107.10 96.21 91.17 

1991 106.20 104.26 109.79 82.06 

1992 105.37 104.09 115.69 96.71 

1993 107.09 104.98 107.27 94.33 

1994 104.75 104.00 92.65 96.67 

1995 106.02 104.42 95.05 96.76 

1996 107.00 104.95 103.14 104.36 

1997 107.10 105.90 108.79 107.28 

1998 109.76 107.09 106.30 100.52 

1999 110.92 107.91 110.79 106.40 

2000 109.26 106.77 118.26 118.07 

2001 108.57 106.39 --- --- 

註：1.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高中高職（含補校、延教班），五專一年級學生

人數＋國中畢業生人數*100 

  2.高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大學、三專一年級學生人數+高中畢業生人數*100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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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九十學年度（2000-2001）大專院校學生人數 

等級別 博士 碩士 大學 

性別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人數 12,311 3,637 3.8:140,82
6 

22,91

7 
1.8：1203151 223649 0.9:1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2) 

 

表三  九十學年度（2000-2001）高級職業學校學生人數 

 總計 男 女 男：女 

總 計 377,731 194,740 182,991 1.1:1 

農 業 13,495 6,490 7,005 0.9：1 

工 業 159,718 140,146 19,572 7.2：1 

商 業 148,264 42,024 106,240 0.4：1 

家 事 32,822 819 32,003 0.03：1 

海事水產 6,336 3,707 2,629 1.41：1 

醫事護理 14,025 453 13,572 0.03：1 

劇 藝 3,071 1,101 1,970 0.56：1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2) 

  

表四  九十學年度（2000-2001）專科學校學生人數 

 男 女 男：女 

藝術 1,891       4,353 0.43：1 

人文 5,642 20809 0.27：1 

商業及管理 26,203 77195 0.3：1 

自然科學(僅含五專

資料) 
28 28 1：1 

數學、電算機 17,765 20,115 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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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衛生 7014 49,315 0.3：1 

工業技藝(僅含二專

資料) 
683 18 37.9：1 

工程 115,954 18,985 6.1：1 

建築、都市規劃 3,517 1700 2.1：1 

農林漁牧 2907 3,021 1：1 

家政 1,120 14,098 0.6：1 

運輸通信 2,490 1,744 1.4：1 

觀光服務 3,440 6,502 0.5：1 

大眾傳播(僅含二專

資料) 
199 423 0.5：1 

體育(僅含五專資

料) 
144 123 1.2：1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2) 

  

表五  九十學年度（2001）大專院校碩士與博士班學生人數以研究類別分 

博士 碩士 大學 研究類別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教育 468 364 1.3：14,1635,5250.8：18,154 19,54
9 
0.4：1

藝術 33 30 1.1:11,1111,6830.7：13,749 8,580 0.4：1

人文 593 679 0.9：11,9534,2060.5：112,26
2 

36,38

5 
0.3：1

經、社、心理 573 274 2.1：13,5872,9531.2：110,44
0 

16,86

5 
0.6：1

商業及管理 818 509 1.6：18,8464,9481.8：141,36
1 

73,26

4 
0.6：1

法律 97 29 3.3：11,1355692：14,594 4,36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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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 1,280 350 3.7：13,6801,7602.1：113,52
9 

5,480 2.5：1

數學、電算機 1,147 155 7.4：15,6341,3754.1：131,96
6 

14,27

5 
2.2：1

醫藥衛生 957 538 1.8：12,0952,5820.8：117,52
4 

23,22

1 
0.8：1

工業技藝 --- --- --- 141 6 23.5：1841 447 1.9：1

工程 5,306 364 14.6：118,19
5 

1,9559.3：194,53

4 
13,07

9 
7.2：1

建築、都市規

劃 
204 42 4.9：11,4704683.1：16,500 3,179 2：1

農林漁牧 631 220 2.9：11,6821,2451.3：17,086 7,055 1：1

家政 7 15 0.5：11364780.28：12,071 12,93
9 
0.2：1

運輸通信 78 20 3.9：16611803.7：13,039 1,696 1.8：1

觀光服務 --- --- --- 1151470.6：12,205 6,081 0.4：1

大眾傳播 26 32 0.8：14156840.5：14,456 8,813 0.3：1

體育 97 16 6.1：18984801.9：14,894 2,809 1.7：1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2) 

 

肆、婦女教育的政策目標 

  從前面的理念、實施現況與問題方析，可以看出婦女教育政策目前亟待推動

的方向與重點。為使所規劃的婦女教育政策內容得以循序漸進有效地落實，宜在

平權的發展價值論指引下，朝向性別平等的目標邁進：消極方面，在消除女性宿

命觀念與屈服於「男尊女卑」的規範；積極方面則在提供女性受教機會，培養其

成為一個自尊尊人，自信自主的真正的人。爰此，形成四個政策目標層面：一、

建立觀念；二、培養能力；三、開拓機會；四、建構理想。 

     相對應於上述四個目標層面，專案小組研訂了九項政策目標：一、 喚醒婦

女的主體意識；二、 建立性別平等的觀念；三、 培養婦女獨立自主的實踐能力；

四、 增進婦女社會參與的能力；五、 消除婦女學習的障礙因素；六、 提供婦

女終身學習的機會；七、 達成男女受教機會的均等；八、 重構合理的性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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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九、 達成兩性動態平等的社會 (詳見表六)。本政策希望藉由這九項

政策目標完成全人教育的理想。 

   

表六  婦女教育政策目標 

目標層面 政策目標 

    一、建立觀念 一、喚醒婦女的主體意識 

二、建立性別平等的觀念 

二、培養能力 三、培養婦女獨立自主的實踐能力 

四、增進婦女社會參與的能力 

三、開拓機會 五、消除婦女學習的障礙因素 

六、提供婦女終身學習的機會 

七、達成男女受教機會的均等 

四、建構理想 八、重構合理的性別規範文化 

九、達成兩性動態平等的社會 

  

伍、婦女教育政策實施方案  

  本政策旨在培養婦女性別平等的觀念與實踐能力，拓展婦女的受教機會，此

外，植基於兩性動態平衡的價值觀，以臻全人教育的理想。為達上述目的，政策

的擬訂宜考慮學校、家庭、與社會教育三大層面，而每個教育層面均包含教育內

外在系統因素之互動 (詳圖一)。內在系統分為直接與間接兩類因素。內在系統

中的直接影響因素包括：課程、教學與人才；間接影響的因素則有：法令制度、

行政、評鑑、研究與空間。而影響婦女教育實施的外在支援系統因素包括：媒體、

資源網絡、獎勵方案、國際交流與文化規範。 

 
 
 
 
 
 

 
 
 
 
 
 
 
 

 
        
 
 

                               
 
 
 
  間接因素：法令制度、行政、評鑑、

研究、空間 

直接因素：課程、教學

人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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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規範 
 
註：直接因素係指教學系統中的三大要素，包含課程、教學、人才。 
    間接因素係指影響教學系統運作的相關因素，包含法令制度、行政、評鑑、 
研究、空間。 

 
圖一 「婦女教育實施方案」概念架構圖 

 

  基於前述的分析與概念架構，本政策擬訂下述十六項具體的實施方案： 

  一、調整各級各類學校的性別教育相關課程與教學 

  二、培育婦女教育的人才 

  三、研訂與修正相關法令 

  四、開拓婦女多元學習機會 

  五、增加不利地位婦女的學習機會 

  六、強化與增設婦女教育推動機構 

  七、建立與實施婦女教育評鑑系統 

  八、推動婦女學習成果採認證明 

  九、推展婦女教育研究 

  十、保障婦女的空間權利 

  十一、推動性別平等的學習型家庭 

  十二、實施婦女媒體素養教育 

  十三、整合與建立相關資源網絡 

  十四、建立與實施婦女教育獎勵系統 

  十五、增加與他國婦女教育推動經驗的交流 

  十六、檢視文化活動中的性別歧視 

 

  上述第一、二、四及五項方案，係從影響婦女教育質量成效的三大要素 (課

程、教學、人才) 著手擬訂。由前述的實施現況與問題分析中發現，婦女在專科

婦女教育實施 
社會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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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就學率雖已跟男性趨近相等，但在學習的品質與專業抱負上，仍跟男性有

相當大的差距；在大學以上，尤其在碩士班與博士班，女性與男性的就學率之差

距亦愈形加大，由此可以看出越高層級教育階段婦女教育機會的質與量越不均

等。因此，希望藉由婦女學習機會的增加來改善婦女受教機會質與量不平等的現

象，尤其是針對不利地位的婦女，如單親、殘障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以及鄉

村及偏遠地區的婦女，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來增加其就學機會與加強學習品質。

另藉由各級、各類學校課程與教學的檢視與發展，消除校園裏的性別歧視，喚醒

婦女的自我意識，並進而建立性別平等的觀念，並藉由師資與相關人才的培育，

傳播性別平等的觀念、培養婦女的主體意識與社會參與能力。 

  依據影響婦女教育的間接因素 (法令制度、行政、評鑑、研究與空間) , 本

政策擬訂了第三、六、七、九與十項方案。希望藉由檢視校園空間設計與校園佈

置所傳達出的不當性別觀點，重新規劃與建立安全與無性別歧視的校園空間指

標；其次藉由婦女教育專責機構的建立與功能強化，有系統地規劃與執行婦女教

育相關業務，真正地落實婦女教育政策；藉由評鑑系統的建立，得以分析與了解

目前及未來婦女教育實施的成果，提出具體改進的建議，並為婦女教育政策的修

正提供意見；再者，透過婦女教育研究，深入的了解婦女教育的需求，並提供婦

女教育政策修正與推展的思考方向及理念架構。 

  婦女教育政策除透過學校與社會教育實施外，家庭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環，尤

其幼兒的家庭教育更是影響其早期性別觀念及日後性別角色認同的關鍵期。因

之，據此提出「推動性別平等的學習型家庭」的實施方案。此外，婦女教育政策

的實施與落實，尚需仰賴外在支援系統的配合，如獎勵系統的建立以鼓勵政府與

民間團體加強推動婦女教育。因此，針對婦女教育實施的外在支援系統，擬訂第

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與十六項方案。 

  為確保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本政策的實施分為近程、中程、遠程等三個階段。 

近程方案的實施計為二年，中程、遠程的實施分別為三年、五年, 共計十年。本

政策的所有實施方案擬於十年內全部完成，以有效且確實地達成婦女教育的任

務。 

     有關上述專案研究小組所完成之十六項婦女教育實施方案，後來在教育部

於民國九十年八月至九十一年二月所召開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組

第一至三次會議中，整併為十二項方案，而此十二項方案並於2002年6月行政

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四次委員會會議中通過（詳表七）。 

 

 

陸、結論 
    綜上所述，婦女教育之訂定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為長期以來「男尊女卑」
的文化規範，以及在高級教育階段，女性受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弊病，另一則為人

類開展自主性自我（to be）的價值論基礎。女性也是人，也可獲取與男性一樣的
自由、自主、自尊尊人的生存發展權。基此，女性婦女教育政策源自被壓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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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的反省與爭取自由解放的價值論。其建構方向是從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三

方面去著手，消極上，將所有未堅信男女平等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職」的女性，

喚醒其改變意識，建立真正平等的概念。積極上，一方面補救婦女基本素養與生

活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女性具有自我彰權益能（empowerment）的意願與毅力，
擴大女性社會參與能力，提供充分的終身學習機會，以達成兩性「動態」平權而

非平頭均等或機械均等的全人發展目標。如此，我國教育機會均等才會真正實

現，而人性化的社會發展將指日可待。 
 
 

 

 

 

表七  婦女教育政策實施方案「專案研究小組版」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會議通過修正版」 

  專案研究小組版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 
                                     通過修訂版 
 
一、調整各級各類學校的性別教育相關 一、調整各級各類學校的性別教育相關
課程與教學。                       課程與教學。 

二、培育婦女教育人才。             二、培育婦女教育人才。            
三、研訂與修正相關法令。           三、研訂與修正各級各類性別平等之 
四、開拓婦女多元學習機會。             相關法令。 
五、增加不利地位婦女的學習機會。   四、開拓婦女多元學習機會。 
六、強化與增設婦女教育推動機構。   五、增加特殊境遇婦女的學習機會。 
七、建立與實施婦女教育評鑑系統。   六、強化與增設婦女教育推動機構。 
八、推動婦女學習成果採認證明。     七、建立與實施婦女教育評鑑系統。 
九、推展婦女教育研究。             八、推廣婦女教育研究及促進婦女教育

十、保障婦女的空間權利。               國際交流。 

十一、推動性別平等的學習型家庭。   九、保障教育機構內女性的空間權利。

十二、實施婦女媒體素養教育。       十、結合各界資源與大眾傳媒推動性別
十三、整合與建立相關資源網絡。         平等觀念。 
十四、建立與實施婦女教育獎勵系統。 十一、整合與建立相關資源網路。 
十五、增加與他國婦女教育推動經驗   十二、建立與實施婦女教育獎勵方案。

的交流。       
十六、檢視文化活動中的性別歧視。 

 
 
 
參考書目 
 



 14

王秋絨（1991）。批判教育論在教育實習制度規劃上的意義。台北：師大書苑。 

教育部（2002）。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作者。 

畢恆達、唐曉雯、吳瑾嫣（1999）。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指標。教
育部八十八年度兩性平等教育成果展示系列活動—北區成果發表研習手
冊。 

楊清芬（1995）。國小男生與女生的校園生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台北。 

黃馨慧（1992）。我國成人婦女教育實施現況與其問題之探討。載於中華民國成
人教育學會(主編)，婦女教育（頁 273-293）。台北：師大書苑。 

潘慧玲（1999）。教育學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女性主義教育學初探。載於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

化（頁 527-552）。台北：揚智。   
謝小芩（1995）。教育：從父權的複製到女性的解放。載於劉毓秀（主編），台灣

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頁 181-218）。台北：時報文化。 
謝小芩（1999，5月）。台灣的性別教育：回顧與前瞻。論文發表於臺灣大學人

口研究中婦女研究室主辦之「兩性平等教育國際研討會」，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