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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性別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面向，促進性別的平權更是推動多元文化教

育的目標之一。聯合國（1995）於第 4 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暨行

動綱領」，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性別主

流化不代表特定族群的福利，而是要求政府在推行政策的時候能夠納入性別意

識，並且將隱含的性別不平等加以檢視，以建構一個性別正義的社會（周海娟，

2008）。 

在臺灣，教育部於 2004 年 6 月 23 日公布實施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其中

提到：「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因此，政府將性別平等教育適切融入 108 課綱領綱，

其「學習目標」有三項：（一）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

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力關係、（二）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

容多元性別差異、（三）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

別地位實質平等（教育部，2018）。 

除了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國民教育階段的 108 課綱之外，幼兒園階段的性別

平等教育也刻不容緩。根據教育部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的《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實施通則指出，幼兒的生活環境包括家庭、幼兒園以及社區，幼

兒會透過觀察及參與來學習環境中重要他人的價值觀。每一位幼兒來自不同的家

庭，也帶著不同的文化進入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學的過程中，應重視生活

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獨特性以及差異性來實施教保活動課程，提供幼兒機會來體驗

並認識，進而接納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因此，教保服務人員除了理解自身的身心

狀態之外，也應該了解生活環境中有別於自身文化的多元現象，包含教學時所使

用的用詞與所傳達的背後意義（例如：性別刻板印象）；避免在潛移默化的過程

中，形成幼兒對於不同文化的偏見（例如：反對個別差異、性別、種族及社經背

景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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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幼兒園課程中的規劃有其必要性，因

此本文旨在探討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幼兒園性別刻板印象之現況以及幼兒

園推行性別平等教育的可行策略，以供幼兒園教師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參

考。 

二、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部，2004）的總則，性別平等教育的定義是「以

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性別平等教育希望藉由教育的歷程，提供男女教育均等且不受歧視的教育機會，

使個人潛能得以發展，以建立性別平等的和諧社會（蘇芊玲，2002）。陳儒晰（2009）

也指出為了創造一個落實性別正義的社會，在幼兒園透過教學的歷程來啟蒙幼兒

的性別意識有其必要性。幼兒在成長與社會化的過程中，可能面臨許多隱含性別

主義之偏見與刻板印象，為了養成幼兒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多元性別態度，應

透過幼兒園的教育實踐來減少性別主義之刻板印象對幼兒造成偏剖影響的機

會，讓幼兒能夠在性別平等的環境下發展潛能。 

田育瑄（2017）引用《科學》雜誌的研究發現 5 歲的孩子對於性別沒有顯示

出偏見，但是 6、7 歲的幼兒卻大多認同「男生天生比女生聰明」、「學校裡女

生比男生成績好」等性別刻板印象，由此可知為了建立友善的性別平等社會，性

別平等教育應該從小做起。由於幼兒身處性別的啟蒙階段，雖然進到幼兒園之

前，就因為家庭、社區等性別社會化機構的影響而培育了基本的性別態度，但是

性別平等意識上仍具有待建構的空間（陳儒晰，2009）。李美之、鍾秋玉（1996）

認為性別角色是社會文化規範下的產物，因此落實性別平等教育要從了解性別角

色開始，並且將性別平等教育的首要目標定為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的規劃與實施希望教師能夠透過師生共構的歷程來發

展課程，並且在教學時著重教師的自編課程與教材的能力。因此，要在幼兒園中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關鍵角色為身為教師的教保服務人員（陳昇飛，2018）。

Delpit（1995）指出「教師」在教室場域內是重要的角色，也代表著擁有權力影

響著班上的幼兒和各種文化，教室中的性別平等意識更是受到教師的影響。何易

真（2020）在研究中發現教師性別平等意識與實施多元性別教育有顯著正相關，

可見一位教師能具備性別平等意識在教育現場上有其重要性。 

綜上所述，為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讓幼兒了解性別角色以消除性別刻板印

象，進而促進性別平等的和諧社會，在幼兒園階段有其教育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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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園性別刻板印象之現況 

性別刻板印象是過度簡化或是過度類化的推論，並不能夠預測人類行為，但

是卻依然存在我們的文化之中（劉秀娟、林明寬譯，1998）。筆者在幼兒園的教

學現場裡，從與家長的互動中、教師間的觀察與大眾媒體中，發現許多性別刻板

印象的言語或行為。以下分述之。 

（一）家庭性別刻板印象之現況 

家庭是幼兒性別角色形成的地方，幼兒的性別角色會因為父母對於性別的信

念、期待、價值觀與家長教養態度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施涵，2019）。而筆

者在服務的過程與家長溝通時，常會聽到家長對於男生的教養態度上總保持著要

勇敢堅強，而對於女生的穿著上也較期待著小公主的裝扮，明顯觀察出家長教養

上的不同之處。 

（二）教師性別刻板印象之現況 

幼兒園是孩子離開家庭後的第一個學校，而教師用自己的舊有想法和曾受過

的性別教育在指導著學生，不自覺向幼兒傳遞了隱含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就筆

者觀察所見，教師在學習區的操作時，對於班上男生選擇扮演區梳妝、穿裙子時，

說：「小唯！你是男生耶！你穿裙子不會覺得很奇怪嗎？」；在教學上總是不自覺

的認為男生不能隨便掉眼淚要勇敢獨立。Pang（2001）指出偏見常常是隱藏不自

覺的，它影響了個人的價值判斷，大多數人會在成長過程中對他人產生刻板印

象。可見，筆者在教育現場觀察到的多數教師雖能知覺性別平等意識的重要性，

但在多元性別教育的落實層面上卻有待提升。  

（三）大眾媒體性別刻板印象之現況 

媒介文本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重要性也揭示在教育部 2002 年發佈的「媒體

素養教育白皮書」中，Christensen（1994）指出幼兒每天接觸到的媒體，不管是

動畫、童話、繪本，也都隱含了許多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就筆者觀察所見，深

受幼兒喜愛的迪士尼動畫中，早期的作品也有許多公主等待王子救援的場景，以

及隱含公主柔弱的形象；又在幼兒喜愛的童話故事中也常出現男主外女主內的情

節，由此可見，大眾媒體仍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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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兒園推行性別平等教育的可行策略 

幼兒園教師應時刻保有性別平等意識來檢視自身是否存在性別刻板印象，唯

有老師展現出「多元」且「包容」的態度，才是在教室內實施多元性別教育的最

佳身教。幼兒的心智尚未發展成熟，如何在幼兒園中以幼兒能夠理解並且付諸實

踐的教學方式來進行性別平等教育是幼兒園教師需要多加琢磨的部分。筆者列出

可於幼兒園實施的教學方式，期能透過教師的課程設計以及多元的教學媒材來落

實性別平等教育。 

（一）多媒體教學 

教師在給予幼兒接觸媒體動畫的同時，應透過引導、討論、或是影片選擇的

多樣性，讓幼兒認識更多的性別平等觀念進而實施多元性別文化教育，才能進一

步降低幼兒的性別刻板印象。陳雅雯（2019）在研究中提到，運用迪士尼動畫可

降低國小低年級學童性別刻板印象，因學生喜愛迪士尼動畫，透過動畫中主角的

鮮明個性呈現，學生能踴躍發言，讓學生在性別平等觀念有所成長，也明顯降低

性別刻板印象。 

此外，教育部為了宣導性別平等教育，製作了宣導影片、戲劇表演、電視節

目……等，如果教師能夠提供幼兒相關的多媒體媒材，便能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讓

幼兒了解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內容。再加上教師若能於教學中融入戲劇互動，以

生動活潑的方式進行演出，相信幼兒能夠降低性別刻板印象，進而對於性別平等

教育能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學習區桌遊教學 

遊戲是幼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桌遊教具藉由將遊戲融入學習，以提升幼兒

學習的動機，是近年來新興的學習素材。鄭竹茵（2018）在研究中以「多元家庭」

為主題的桌上型遊戲《扮家家遊》進行學習區教學，觀察幼兒在遊戲中對家庭成

員樣貌的敘說，在研究結果中提到桌遊的互動過程可以增加幼兒的學習興趣，也

可在遊戲中突破框架呈現多樣的面向，讓幼兒對於多元家庭的性別平等概念可以

更開放。由此可見，桌遊也是幼兒園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可行策略。 

（三）圖畫書教學 

周寶桂（2009）在研究中透過教育部所出版的「幼稚園性別平等教育參考教

材」中「重探 101 繪本－性別平等教育 Easy Go」推薦的圖畫書進行教學，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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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角色刻板印象分為人格特質、家務工作、玩具、職業等四個單元，並且以前後

測來了解接受圖畫書教學前後幼兒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程度變化情形。該研究結

果發現透過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圖畫書教學來探討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議題，不但

能夠提高幼兒的學習動機，也有助於改善兩性相處關係並且顛覆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來建立性別平等教育觀念。 

陳麗琴（2010）的研究以顛覆傳統性別角色的圖畫書為研究工具，透過師生

共讀來探討幼兒閱讀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以及閱讀後對性別角色的

影響。該研究結果發現顛覆性別刻板印象的圖畫書有助於幼兒兩性角色的發展，

幼兒除了能夠鬆動原有的兩性概念、尊重及接納他人不同差異行為之外，還能夠

將文本中性別角色的典範行為延伸至家庭生活。 

綜上所述，圖畫書是幼兒在幼兒園中每天都會接觸的媒材，不論是主題教

學、學習區學習，亦或者是睡前故事和轉銜時間的簡短故事，幼兒園都提供了幼

兒許多接觸圖畫書的機會。在幼兒園中，不管是提供幼兒富含性別刻板印象的圖

畫書，亦或者是以性別平等為主軸的圖畫書，教師都能夠透過延伸的團體討論來

讓幼兒澄清觀念，消除幼兒的性別刻板印象以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五、結語 

學齡前的幼兒是建立性別意識的關鍵時期，Paris（2012）認為教師應該了解

幼兒當下重視且在意的語言、網路文化，進而去了解、學習與保留，且視幼兒為

主體，重視每個幼兒，以幼兒的文化為基礎來做教學。如教師能夠在幼兒園教學

中設計讓幼兒了解性別角色、顛覆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平等的相關內容，並且

以引發幼兒興趣、學習動機的多元媒材為教學內容，讓幼兒透過有趣的方式來了

解性別平等教育，便能降低教室內的性別刻板印象，讓性別教育更多元化。 

在幼兒園中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不只是在課程中的實施，更多時候是需要教師

的身教，包括教師自身的性別平等意識、開放包容的態度、預設立場的反思⋯⋯

等等。期許幼兒園教師重視幼兒的性別文化與觀點，讓幼兒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

延續性別平等的概念，以建構實質平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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