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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是一個講求男女平等的地方。長久以來，不同社會有男女不平等的現

象，女性常處於不利的位置。論者謂：香港在亞洲地區之中，女性地位已相當

高（甚至是最高），也不亞於先進的歐美國家。而教育的作用能發展一己的潛

能。學校教育也幾乎是絕大部份人的必經階段，影響廣泛而深遠，也是改良和

推動社會的工具，照理可縮減社會上的不平等，使女性地位得以提升。然而，

有不少學者認為香港社會的大氣候仍未達至真正的男女平等；而小氣候的學校

以至教室裏的情形，男生仍往往處於有利而主導的位置。本文嘗試以外國及本

港的相關研究，以及作者自身的教學實踐和研究發現，探視教室內兩性關係的

具體現況。又試圖因應相關之現象，建議一些或可較公平的教學方法，以引發

進一步討論和研究。 

 

香港教育的現況：兩性未盡平等 

 

 自一九七八年開始，香港政府逐步推行九年的普及、免費及強迫教育。

至一九八一年起，六至十五歲的青少年，不分性別，都可以入學校讀書。與此

同時，政府還調撥資源，擴充了高中的資助學位，更多人就能夠完成中學的求

學期望。有不少研究均指出，九年免費教育的措施，主要的獲益者是女學生。

而女性的處境和地位，也因著教育之逐漸普及，而不斷提高。有人甚至宣稱，

本港的教育制度已不存在歧視的問題，原因是中小學的教育基本上是向所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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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年齡的人士提供，而高等教育的機會亦不分性別，公平開放，一視同仁，顯

然不存在優待男生或歧視女生的現象。 

 

 事實上，從數量方面而言，女性的就學機會，大抵可以與男性等量齊

觀。自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後，從未入學及只得小學程度的女性人數銳減，而初

中至大專各級的女性人數卻不斷增加。時至今日，在多間大學就讀的學生之

中，男女比例已大致相約。所以在「帳面上」，兩性在教育機會的層面上，已

達致「公平」的地步。 

 

 然而，在這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背 後，有人仍指出，存在著不公平

的地方，特別是體現在修讀學科上的差異。在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之中，

都有男生偏於理科而女生偏於文科的傾向。應考的科目當然也就會影響到日後

進修的課程科目。而不同的學科選擇，自然就會帶來不同的進修機會、職業出

路，以及薪酬待遇和社會地位等。有學者認為較多男生選取的理科，於投考大

專院校時會有較佳的機會，可以四通八達；而較多女生選取的文科，則受到較

多的局限。而在大學的學科領域上，較「吃香」的建築、醫科、工程等科目歷

來都是男多於女；男性在這些專項的壟斷情況似乎並沒有隨時代而變更。故

此，雖然更多的女性有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機會，也為她們帶來工作

職位，然而仍難說是與男性達至完全平等。 

 

在升學意欲之態度上，兩性也有差異。有研究指出男生比女生有較強的

升學意欲；男孩子並且更努力尋求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根據陸鴻基（1989）

之發現，在公開試中，年紀較大的考生都以男性為多，顯示有較多的男生會作

重考，或是為了要進入大專而作多番嘗試。另一方面，在修讀高級學位的情況

之中，資料也顯示男研究生要比女研究生為多。兩性在獲取更高學業成就的期

盼上，也是有所差異，男性往往更著意去攀上於教育領域中較高之位置。其

 2



實，在這些現象背後，有認為這是與一般父母對兒子的升學有較大的期望和支

持有關。而男孩子也自覺是「男兒當自強」，要發憤向上。根據 蔡寶瓊(Choi, 

1995)的研究發現，儘管香港的父母普遍寄望子女達成自己的教育抱負和能有較

佳的生計，可是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仍然有所差別，一般父母對兒子有較高

的期望。筆者(Yuen & Ngai, 2000) 的研究也發現，一般在職的教師及受訓中的

準教師都以頗為傳統的角度理解男女性別角色。其中男性才是他們心目中的經

濟支柱，需要更高的學業成就及辦事能力。 

 

此外，教育界的結構，以男性佔據較多高級職位、行政和領導性的崗位，

也為女性主義者所不滿。在香港，教育界為女性主要從事的行業其中一項，且

人數眾多。惟現實是：教授各級程度的教師比率中，愈高程度和薪酬待遇的，

就愈多男性的份兒。男性任主任和校長的機會，似乎又比女性的高。這還是反

映出男主女輔的觀念，在教育界也一樣存在。這或許會延續和強化既定的兩性

關係，並且鞏固了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和規範，對學生起著負面的作用。這方

面的情況，與西方世界的現象，也是沒有兩樣的。 

 

 在學校課程與課外活動的編排上，似乎也加強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定型。

香港大部份的中、小學都屬於男女校，但是學校的課程及活動的編排，卻往往

隔離了男女學生。舉例而言，許多學校的上堂時間表中，編排了男學生修讀設

計與工藝科; 同時間，女學生便是上家政科了。上體育課時，男生可參與較劇烈

的足球活動，而女生卻安排去打較「斯文」的球類活動。如此的區分及組織當

然會限制著學生的選擇和潛能發展，性別角色定型便漸次強化了（吳俊雄，

1993）。 

 

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的主要依據。尤其是香港的教師工作繁忙，長久以來

不會自行研製太多的自用教材，而十分倚重教科書。所以學生幾乎每天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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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它的潛移默化作用，不難想像。然而，不少外國學者認為；教科書往往

有較重的性別主義傾向；女性彷彿在教科書中是隱形的。她們或只是當較低下

的工作。在教科書中，女性都是卑微、缺乏智能和創造力的（吳俊雄，

1993）。在香港研究教科書的性別角色的，要數區潔珍（1993）和陸鴻基、游

黎麗玲（1988）的研究了。兩者均指出課本在描述男女角色時，都有重男輕女

的印象，並未能如實而公正地反映女性在社會的應有地位。 

 

課室裏男女的地位 ---- 男生主導 

 

 兩性在課室裏的地位，根據一些外國研究所得，也是男生優於女生。男

學生往往處於主導位置。存在於社會上的兩性權力關係，似乎也是一樣地展現

在課室之中，並有強化之勢。有學者謂：課室的世界是男性中心的，女生往往

處於邊緣化及被貶抑的位置。依據 Spender（1982）的研究指出，男生往往是各

類交往活動的中心人物，有較多的發言機會，常常佔據著主導的位置；反之，

女生卻是較安靜和服從的一群。又由於男生一般較活躍或頑皮，老師便需要花

上較多的時間於他們身上；女生便相對地被受忽略。久而久之，不少女學生或

會發展出少發問及少參與的性向。更有其他的研究指出，在男女校之中，男生

乃一般被容許去操控和領導女生的，而老師也會默許此現象。有研究更指出，

有男生會對女同學甚至是女教師加以騷擾（吳俊雄，1993）。 

 

 本文作者（Ngai, 1995）曾於一九九五年到一所位於觀塘區的津貼小學進

行男女性別社會化之研究。其情況或與香港其他的男女校小學相約，另課室裏

的互動關係，情況與外國的一些研究發現，也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從多次的課

堂觀察中，筆者真的發現老師們花於男同學身上的時間，要比女同學的多。老

師也多向男同學提問問題。在課堂上，女同學的確表現得更安靜及合作。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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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原因，老師要專注於提起男同學之興趣，使他們也合作起來。老師們本身

或許並不發覺自己會不自覺地多關注男學生，而相對地忽略了女學生。有趣的

是，對比於年資/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而言，初入行的新老師倒對學生有較為

「公平」的看待，這也是觀察其對學生的提問與及其他互動的項目而得來的印

象。似乎經驗愈深之老師，自身的一些成見或會愈深。然而，在課堂上，筆者

未見有男生太過主導或壟斷課室之情況，更遑論有男生騷擾女生之情形。控制

大局的，仍然是課堂的老師！這裡未見有一些外國研究所揭示的誇張現象。 

  

 至於在正規課室以外所進行的體育課，自是有很多分組活動的機會。從

所觀察的兩節體育課中，分組時一般是男女組成一組而與其他組別比賽。不會

是全組是男生或女生，因為根據老師所說，這樣水準會較為平均。然而，在容

許自由組合時，男女生多會選擇同性別為同一組的。此外，筆者發覺老師往往

在進行示範時，找男生出來先做一次；在課堂的結束時，也是主要找一些男生

收拾需用物品。似乎男生也處較重要之位置 (Ngai, 1995)。 

 

 本文作者(Yuen, 1994) 在研究準中學教師的課堂教學時，也發現教師普遍

都以男生為課室的中心，在選取同學回答提問及活動安排上，多以男生為對

象。此外，在教師的課題闡述過程中，男性的名字也出現較多及扮演較重要的

角色。教師也以此為合理的安排，以配合男性較聰明、主動的特性。此外，教

師也有把自己的性別信念帶入教學內容之中，如在教授《木蘭詞》時，一位準

教師便說木蘭 “對鏡貼花黃”是自然不過的，皆因女性都是極愛美的。 

 

教師與學生的交往 ---- 性別成見 

 在與學生的交往過程中，外國有不少研究均指出，老師或會於不自覺的

情形下，流露其性別成見。老師們對性別角色的雙重標準，對其學生的觀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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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有著頗重要的影響。不少教師的性別成見或會鼓勵了男強女弱、男主女

輔的關係。根據 Delamont（1980）之研究所得，教師常有性別成見的言行，例

如暗示男學生和女學生的成年生活將會有所不同，認為男孩子的學術能力會比

女孩子高，多會繼續其學業並有較大成就，女孩子則沒有這份冒進的能耐。有

其他研究則指出，老師常常會引導學生建立合乎他/她們性別期望的行為；老師

往往也會給予男同學較多之關注；而在上課時，也較著意引起男同學之興趣；

老師們甚至較難記起女同學之名字。最 “經典”之例子，莫過於 Kelly（1985）

之發現，就是當實驗室被男同學弄到一團糟後，女同學卻被期望做事後收拾清

潔的工夫（吳俊雄，1993）。 

 

作者（Ngai, 1995）曾於研究中訪問了十多位的小學老師及該校校長，發

現他們普遍存在牢固的性別定型觀念。受訪的老師一般都相信男生較女生有更

佳的潛質，縱使校內的考試成績中，女生還稍微佔優。男生被認為會在學業上

將有更好的成就。根據該校的校長（女士）所說：女生的成績若佳的話，只是

努力之故，論潛質卻尤在男生之下。老師們會形容女生合作而表現良好，男生

則較頑皮。有趣的是，受訪者也普遍認為女孩子要乖是理所當然的，並且指出

若有女生表現反叛，她們所構成的麻煩定必倍增，也就是罪加一等。在與學生

日常接觸方面，老師們坦言個別晤見學生的時間不多。然而，一般而言，男生

會較多約見女教師，而女生則較多去找男教師。基於女教師在校佔絕大多數，

總體而言，老師還是多關注男學生。從個別老師分享的個案中，有較多的女教

師願意花上額外的時間（在正規課堂時間以外/工餘時間）和資源去輔導一些在

學習上、情緒上或家庭中遇見困難的同學，而這些絕大多數是男生。此外，老

師們普遍甚為不接受男生有「姐姐型」的女性傾向，但若是女生表現較「男仔

頭」、「豪邁」，他們卻覺得無傷大雅。老師們實在有一套十分傳統的男女性

別角色的定型觀念。這與筆者(Yuen & Ngai, 2000) 對教師作出的性別觀念調查

所得的結果大致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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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忻 (Wong, 1995)在一所男女校中學進行研究，發現在教室中的性別

分隔方面，教師對男女生採取雙重標準，並以女生作為訓導男生的手段，強調

女生的專心、順從和自律，卻給予男生更大自主性和容忍他們的壞行為。教師

甚至開性別的玩笑來控制男生。教師也把更多的關注投向男生，對男生作不同

的提問和回應，卻忽略了女生，結果強化了女生的順從性、被動、內向、沉默

和邊際地位。至於體育課也是把男女生分隔開來教授。而課外及閒暇活動方

面，也各自形成以性別為分野的群體和交往模式，並鞏固了性別差異和性別分

工(謝均才，1998)。 

 

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之建構 

 建構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要注意一些基本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和

生活化與及加強互動性、開放式和具有反思和創意的學習經驗。具體的教學法

建構如下： 

 

重視教育基本原則和教學創新 

 

 人是生而平等的，男女學生縱有先天而來的性向差異，學校實在應該身

先士卒重視教學理念的創新，鼓吹男女平等，並著力去建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

平教學法則。學校的教師和行政人員，應該身體力行的支持兩性平等的觀念，

掃除根深蒂固，而又卻是謬種流傳、習非成是的性別偏見和謬誤。而教學人員

和行政人員本身先要有所啟蒙和頓悟，才能讓學生正視建立兩性平等機制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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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本和加強課程的學習經驗 

 

在學校裏，可鼓勵兩性學生多參與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活動，如女同學

也可以參加足球比賽等活動。有些活動若全然由單一性別所 “專有”，往往會造

成性別定型，倒對學生的成長沒有益處。這並不表示要每項活動都要有男女學

生的等量參與，以追求帳面上的平等。我們鼓勵的是打破傳統的性別分隔，使

學生更能發揮一己的所長，並且有均衡的發展。 

 

在所修讀的學科上，可鼓勵兩性學生修讀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學科，如

女同學可以修讀設計與工藝科，男同學則可以修讀家政科。事實上，這兩個學

科在傳統上的分隔是不合理的。男女學生一樣需要學習家居的常識和烹飪的技

巧；同樣，有些女孩子是相當喜歡木工和金工操作的。若容讓不同性別的同學

能夠因應其不同的興趣來選擇科目，而不是簡單化的以性別定型為依歸，學生

們可能會更喜歡學習。進一步來說，學校當局宜打破現制度下的性別科目分

流。若能依照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均衡的學習領域之研讀，

則無論男女同學均可以在發展上得益。 

 

在學習經驗的提供上需加強課程統整，要避免性別隔離的活動方式，而要鼓

勵男女學生有平等、正常而健康的社交接觸。我們相信男女同學若有更多健康

的社交接觸，實在會對男女學生的性別發展很有幫助。在一些較落後的地區

中，男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平等，男女兩性處處是隔離的，彷彿有些地方是女

性不能到達的，以突顯出男性較優越的地位。雖然香港沒有此種現象，我們仍

希望男女學生都有充分參與不同學習經驗的機會，愉快而具效能的學習，並且

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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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改善個人教學策略 

首先，在教職員的態度及操守方面，要相信並奉行男女平等之原則。教師和

學校的行政人員，要監察著自己日常的行徑、用語與習慣，看看自己對學生有

沒有不自覺地流露出性別定型化之傾向。教師在日常的教學中，要將有關性別

定型化及兩性平等的觀念與學生一起討論。當教授內容牽涉舊社會的男尊女卑

的性別關係時，教師宜提醒學生性別角色會隨時代發展而變化，以免學生誤以

舊社會的角度來理解現代的男女關係。若教師本身不能建立良好的榜樣，也很

難期望其他人有好的表現吧。 

  

在課堂活動的安排上，要讓兩性均有發展領導才能之機會。教師應該鼓勵不

同能力、性別之同學相互合作，取長補短。所謂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迷信

某些才能是某一性別所獨有。組織課堂活動時，宜儘量鼓勵男女生之間的合

作。避免性別隔離的運作方式，例如以單一性別來組合學生，或是在課室某角

落撥給全男生或全女生作活動。 

 

在使用教學材料方面，應該使用沒有性別主義成份之教材。若是不可能的

話，則要指出資料中有關性別偏見之處；鼓勵學生能具批判性地審視材料中有

性別定型化之地方。每當使用視聽教學媒體教學時，也要用沒有帶著性別偏見

色彩之材料。教師可以和同學一起討論及分析有性別定型化的教學內容。在日

常的教學中，不同宗教、年齡、能力及社經地位之女性的貢獻與成就，應在學

科中正確反映，不應加以矮化或貶低。 

 

在學習評估方面，要檢討評核之方式會否對某性別有偏私之嫌。有些評核的

方式，可能會對男學生或者女學生較為有利，而造成不公平的現象。一般相

信，女孩子在語文能力方面都有優勢，而男孩子在數理及空間觀念上則佔優。

 9



若能採用多種的形式來評估學生的學業表現，不但能造到性別平等，也更能使

學生發揮其長處見圖一。 

 
圖一﹕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之建構 
基本原則 人是生而平等的，學校應該身先士卒，鼓吹男女平

等。 

 
課程、學習經驗的提供 • 鼓勵兩性學生多參與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活

動， 打破傳統的性別分隔。 
• 可鼓勵兩性學生修讀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學

科，打破現制度下的性別科目分流。 
• 要鼓勵男女學生有平等、正常而健康的社交接

觸。 
教學策略： 

 

• 教職員的態度及操守: 要監察著自己的行徑、用語

與習慣; 與學生一起討論兩性平等的觀念。 
• 課堂活動的安排: 要讓兩性均有發展領導才能之機

會。 
• 使用教學材料: 使用沒有性別主義成份之教材；鼓

勵學生能具批判性地審視材料中有性別定型化之

地方。 
• 學習評估: 要檢討評核之方式會否對某性別有偏私

之嫌。採用多種的形式來評估學生之功課。 
 

結語 

當我們從新間報道中得知, 在阿富汗的回教塔利班政權仍透過種種施政, 

剝削和歧視其本國的婦女，我們會覺得今時今日的香港婦女實在與她們有天壤

之別。事實上，香港女性的地位也不斷提高，其中普及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元

素。然而，我們仍意會到在不同的領域層次裏, 仍未達到公平的境界。於一九九

六年十月，《消除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引入香港。公約敦促締約國執行公約所

載的各項原則，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除了教育的領域外，於就業與晉升、經

濟及社會生活，以至政治和公共生活等各方面，都有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公約的第十條：保証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入學機會的量

化方面，我們會說男女之間已是很公平了；然而，從質素方面(不論宏觀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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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女生或許仍較男生略為吃虧。筆者主張要先從教室裏入手，建構一套公平

的教學法，讓男女生都得到老師的等量關注，而老師本身更要掃除傳統的性別

成見，使到男生女生均得到更健康的成長。至於其他較寬闊的周邊範圍，例如

教科書的性別角色、學校課程的編排等，也是從事教育的專業人員所要努力之

方向。而整體社會的大氣候，也就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範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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