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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性別教育之繼往與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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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擬定、討論、立法院的通過以及目前法

我國之「性別平等教育法」已經於

律的施行階段，都邀請了教育現場中關

九十三年六月四日在立法院通過並在同

心此一議題的人一起參與討論。「性別

年六月二十三日經總統令公布。這個法

平等教育法」的擬定過程可以說是一個

律已經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開始生

由研究者與教育者以及關心台灣性別議

效。本文將敘述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擬定

題者共同合作，透過法律的研究、訂定

過程—包括草案的擬定計畫到立法院通

與施行過程，進行社會中的性別教育的

過，總統公告並生效，以及討論這個法

範例。希望這個經驗可以做為其他社會

律通過後，教育部、各地方教育局以及

運動的參考。

學校應該如何面對此一法律。作者從八
十八年底開始參與「性別平等教育法」
的研擬，有意識的跟一起參與草案擬定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背景
與歷程

者一起設計，讓這個法案的發展過程本

下面作者將分別依草案的擬定過程

身就是一個社會性別平等教育的歷程。

以及法院送出教育部經過行政院並在立

也因此，從「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法案

法院通過的歷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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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草案的研究計畫小組到研修小
組到在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教育法」草案（註2）。
研究計劃小組同時建議教育部利用
第二階段立法討論期間，透過公聽會跟

會通過

全國各級學校進行有關「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訂定，開始於教

法」草案精神的傳播與說明。九十一年

育部八十六年三月七日所成立「兩性平

的三月間，教育部成立了「性別平等教

等教育委員會」積極的推動。此一委員

育法」草案研修小組，組成成員除原來

會於八十八年間透過委員會決議，決定

四位「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研究計劃

委託本文作者陳惠馨及當時「兩性平等

的四位起草人外，更邀請了世新大學性

教育委員會」兩位委員沈美貞律師，蘇

別與傳播研究中心羅燦煐教授、財團法

芊玲教授一起共同參與負責「兩性平等

人杏陵醫學基金會晏涵文教授、臺北市

教育法草案」的研擬計劃。後來，本文

立萬芳高級中學周麗玉校長、臺北縣中

作者還邀請了向來對於台灣兩性平等教

山國小楊心蕙校長、國立臺中文華高級

育有所研究的清華大學謝小芩教授參與

中學葉麗君校長、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

此一計畫。

業學校楊瑞明校長、高雄市立三民高級

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下旬，研究計畫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黃秀霞校長、國立草

小組跟教育部簽約後，開始「兩性平等

屯商工職業學校林恭煌校長、台灣婦女

教育法」草案的草擬工作，在歷經了十

團體全國聯合會尤美女理事長等，共計

八次小組會議及十七次的專家學者會議

十三位一起繼續研擬「性別平等教育法

後，研究計劃小組於民國九十年二月將

草案」。

「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報告初稿，交

而為了實際瞭解台灣北、中、南、

給教育部兩性平等委員會（註1）。在結

東不同區域的學校或教師們，對於「性

案報告中，研究計劃小組並建議教育部

別平等教育法草案」所應規範的內容的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一個第二

想法為何，並能瞭解各種可能存在的不

接階段的研修小組，邀請更多不同身份

同觀點與意見，研修小組乃分別於九十

的委員加入，針對研究計劃小組所提出

一年四月至六月，先後於國立臺中文華

的草案再度討論，同時並建議將「兩性

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家事商業職業

平等教育法」草案名稱改為「性別平等

學校、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及國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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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分別辦理中、

過後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再度送

南、北、東四區公聽會，希望透過與參

到教育部法規會，由於教育部法規會的

與人員的互動，主動、積極的就立法、

委員們對於草案有一些意見，因此教育

學術、實務等不同的層面，檢視該草案

部負責「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的

的適切性及重要性，以使該草案去蕪存

工作人員，再度協調修法研修小組（主

菁，更臻完善。每次公聽會的與會者人

要為謝小芩、蘇芊玲、尤美女及本文作

數均在二、三百人之間。

者）與教育部法規會代表開會。會議中

而在公聽會舉辦之前，研究小組更

討論如何修訂法規會有意見的條文，最

經由教育部訓委會的工作人員邱玉誠先

後「性別平教育法」草案內容終於定案

生的協助，先將「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

並在九十三年二月將草案送到行政院。

的內容以電子檔傳給各該地區學校，希
望各個學校先做內部討論後，派出代表
前往公聽會表達對於草案的意見；另

（二）草案從行政院到立法院
經三讀通過

外，國立草屯商工職業學校的協助下，
更製作了powerpoint的資料，讓與會者
可以更快速的瞭解草案的內容。

九十三年二月份「性別平教育法」
草案送出教育部，並於九十三年三月三

在四場公聽會之後，教育部訓委會

十一日在行政院院會通過。行政院通過

的邱玉誠先生及其他工作人員協助將公

的草案於九十三年四月初送到立法院之

聽會意見彙整並收集相關參考數據統計

時，由於國內政壇上正因為二○○四年

工作，由研修小組就公聽會所得資料，

總統選舉的糾紛尚未定案，民間關心性

召開研修小組會議，著手進行草案條文

別議題的婦女團體及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增刪工作。此一階段的研修工作，共計

等，為了避免因為政治情勢影響立法院

召開二十九次全組會議及十次分組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的通過，於是

議，針對各個條文的內容與制度的設計

在四月間，由「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加以討論。九十二年五月中，研究小組

「女學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民間團

終於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之最

體乃成立「民間監督性別平等教育法立

後定案並經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法」監督聯盟，由各聯盟成員的工作人

會」的大會於九十二年十二月通過。通

員積極與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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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員（尤其是國民黨及民進黨籍的委

案，能夠如此快速的在行政院通過，送

員會總召集人）聯繫，在獲得國民黨、

往立法院之後，短短三個月期間完成立

民進黨的教育與文化委員會的總召以及

法，可以說是在台灣立法院的立法史創

各個政黨（包括國民、親民黨及民進

下紀錄（註3）。

黨），尤其是李永萍、洪秀柱、蕭美琴

員會開始進行。九十三年五月間，立法

三、「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
教育部在法律層面上如何因
應法律的規定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了兩次的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由於

審查會議，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草

教育部做為主管機關，因此必須於將法

案在委員會的審查工作並經教育與文化

律通過六個月內，將此一法律的施行細

委員會總召的協助排入院會的議程中，

則訂定並送交立法院報備。目前教育部

以便進行二、三讀的工作。

再度委託本文作者與蘇芊玲教授、謝小

等幾位女性委員們的支持下，「性別平
等教育法」草案的審查工作很快就在委

九十三年六月四日下午，立法院完

芩教授及周麗玉校長進行「性別平等教

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二、三讀程

育法施行細則的擬定」的研究計畫，另

序，通過此一法案。當日除了上述支持

外並同時委託羅燦煐教授、陳宜倩教

法案的立法委員外，並有蘇芊玲教授、

授、吳志光教授以及王如玄律師等，依

作者本人以及民間團體的代表們在場。

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條規定，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總統以（華總一

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準則。

義字第○九三○○一一七六一一號令）

目前「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擬定」

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這個法案根

的研究計畫小組的成員們，秉持著當初

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的規定，於

訂定「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的運動心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生效。性別平等

情，在擬訂計畫過程中，一方面舉行十

教育法能夠從送出教育部、到行政院、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另一方面也分別於

立法院間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完成立法的

十月一日、八日、十五日在台灣台北、

程序，代表著教育部、立法院與關心性

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宜蘭、花蓮

別議題的民間團體間對於「性別平等」

等地舉辦六場公聽會，希望能夠透過專

的目標有很好的共識。作為一個新的法

家學者諮詢會議、公聽會讓更多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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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內容及如何落
實。（註4）
目前六場公聽會已經舉辦完成，來
參加公聽會的人數，總共將近四、五百

關的研習營，擔任講員，同時並規劃九
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北區
大專校院校園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調查
專業、行政處置、輔導知能培訓課程」

人（其中台北約有一百多人參加，高

（註6）。在這些公聽會以及研習營的參

雄、台中、嘉義各約有八十人參加，宜

與經驗中，可以發現與會者對於如何面

蘭及新竹則各有三、四十人參加）。每

對「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加以執行有許

場公聽會的與會者，均對於如何落實

多的困擾。下面作者將嘗試從法學者的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非常關心。

立場，對於如何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提

不過，從公聽會中，可以瞭解到，教育

出一些想法供大家參考：

界的人對於這個新的法律應該如何落
實，有點不知所措。目前教育部訓委會
除了透過上述兩個研究計畫案執行「性

（一）各級教育單位及學校要儘速成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外，另外，並已
經委託專家學者黃淑玲教授、周麗玉校

要認真對待「性別平等教育法」的

長以及林萬億教授，依據「性別平等教

第一步是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應儘速依

育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要求「學

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成立「性別

校要積極維護懷孕學生的受教權並提供

平等教育委員會」。因為，根據性別平

必要之協助」訂定了「學生懷孕事件預

等教育法第四到九條的規定，教育部、

防暨處理要點」。

各地方政府以及學校要推定性別平等教

四、 認真對待「性別平等教育法」
（註5）

育的單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不過，從作者過去幾個月所參加的各種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動中，發現，許多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作

學校的主要負責人（尤其是校長們）對

者除了執行「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不太關

擬定」的研究計畫，參與了三場公聽會

心，許多學校依循慣例將性別平等教育

之外，並從八月下旬到現在（93年10

的推行交給學校的輔導處。至於有多少

月）共參與了三場跟性別平等教育法有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成立「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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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到目前為止仍是未知數。而

不過，最近在教育部的指示以及各

很遺憾的教育部到目前也還沒有召開

個學校的代表在參與各項相關研討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未來如何

後，並經與會者交換意見後，許多學校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落實

目前已經紛紛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的各項工作（註7）。

（註8）。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呢，我的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所發生的

觀察發現，由於在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

現象，讓我們觀察到，一個法律在立法

施行之前，教育部已經在八十六年成立

院通過後，其實還要更多人的努力，認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並函示各地方

真對待通過的法律，才能夠讓法律發揮

政府以及各級學校成立「兩性平等教育

實效性。會有這種現象的產生，或許跟

委員會」。雖然有學校並不是很認真的

我國向來法治教育沒有落實有關。社會

在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但至少許多

中大多數人對於何謂法治化沒有概念，

縣市政府與學校都有這些委員會，並且

因此在回應一個法律的施行時，有許多

其中多數已經運作多年。

困難之處。未來國家或社會應該如何改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之後，其
實許多學校只要將「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轉換成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變這種狀況，這或許是法學家及教育學
者未來可以研究的課題（註9）。
從法律的規範效力看，如果教育

並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其組織

部、各地方縣市政府或學校負責人，不

的成員及運作的方式就可以了。沒想

認真對待「性別平等教育法」，由於這

到，許多學校竟不知應該如何處理，以

個法律是經過立法院通過的法律，不執

致於造成原來存在的「兩性平等教育委

行這個法律的結果可能造成，未來有相

員會」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施行，而

關的人員如果具有公務員的身份，可能

被裁撤或被認為已經沒有法源依據繼續

會因為不執行這個法律，被依公務人員

運作，而新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懲戒法第二條的規定，受到懲戒（註

卻因為尚未成立，而無法運作。「性別

10）。公務人員的懲戒，可能是由監察

平等教育法」施行後，性別平等教育在

院交付懲戒，也可能是經由機關長官的

實際運作的結果，會有這樣的現象，實

移送而發生。因此，未來只要有人民向

在讓人不解。

監察院或各政府單位的長官檢舉，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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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的公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

務員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們希

定，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的「性別平等教

望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學校可

育委員會」也是每三個月至少要開會一

以認真的執行這個法律。

次。而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學校「性別平

目前，有不少學校都很積極的思考

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

如何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於那些不

次。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至今已經有四

積極執行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學校，未來

個月了，理論上，教育部、各地方政府

可能被依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學校

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至少應該已

違反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

經開過一次會議了。另外，學校至少一

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七條

學期要開一次會議，因此各級學校至少

第三項規定者，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在九十三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必須開一

十萬元以下罰鍰。行為人違反第三十條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會議。

第四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由學校報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開會時應該作

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什麼呢？

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其配合或提
供相關資料為止。」而受到制裁（註

1. 編列預算

11）
。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不管
（二）各級教育單位及學校的「性別平

是教育部或地方或學校的「性別平等教

等教育委員會」應該依據「性別

育委員會」共同需要做的事情是依據

平等教育法」開始運作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條規定：「中
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學校

要認真對待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

每年應參考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法律的規定，主要的第二步就是要儘速

所擬各項實施方案編列經費預算」。未

召 開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 根 據

來，關心性別議題的個人或民間團體或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

政府部門要瞭解教育部、直轄市、地方

定，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

縣（市）政府以及各級學校是否認真對

三個月至少要開會一次。另外，根據

待「性別平等教育法」，只要從其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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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預算及預算的執行情形就可以得
知。由於「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教育
部長、直轄市、縣（市）政府的首長以
及校長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主
任委員，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對於該單位

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
評量與相關問題之研究與發展。
五、規劃及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人員之培
訓。

或學校的預算有很大決定權的人，如果

六、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

他們願意認真對待「性別平等教育

服務及調查、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

法」，那麼他們自然就會在編列預算，

件。

或甚至對於學校推行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的人力的結構分配上多所用心，以落實
性別平等教育的精神。

七、推動全國性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
育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全國性之性別平等教育事
務。

2.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四到六條規
定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而直轄市、地方縣（市）政府依據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其任務如下：

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於教育部、直轄
市、地方縣（市）政府以及各級學校應

一、研擬地方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
規、政策及年度實施計畫。

該執行那些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均有所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並協助所主

規定。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四條規

管學校、社教機構落實性別平等教

定，教育部應執行的任務如下：

育之實施與發展。

一、研擬全國性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
規、政策及年度實施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協助並補助

三、督導考核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

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

評量及相關問題之研究發展。

機構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與發

五、提供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

展。
三、督導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
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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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在職進修。
七、推動地方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
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地方之性別平等教育事

及校長們認真看了這個法律的規定會發
現，可以在各個教育事務上推廣性別平
等教育的理念。問題只在於這些主事者
是否認識到這個法律，並認同這樣的法

務。

律所追求的目標。

而各級學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五、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應避免下
面幾個迷思

五條規定，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

根據作者的觀察，教育部、各地方

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

政府以及學校在執行性別平等教育法時

其實施成果。

有下列幾點迷思：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
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

（一）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施行工作
應該由教育部訓委會或地方教育
局的某個科或學校的輔導室來負
責。

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如果仔細去看「性別平等教育法」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的規定，會發現要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

精神，不僅在於輔導的工作上，性別平

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
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
育事務。

等教育包括對於學校的學習環境的設計
以 及 資 源 的 分 配 （ 第 二 章 規 定 ）、 課
程、教材、教學（第三章）以及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的防治（第四章）等。也
因此不僅是教育部訓委會、教育局的某
一科或者學校的輔導室要負責性別平等

從上面三個條文的規定，可以發現

教育的工作。另外，教育部的各個單

如果教育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位，包括國教司、中教司、高教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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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育司、家庭教育中心、軍訓處、總

並指定該單位負責「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務單位以及教育部各個負責教師訓練、

會」的行政事務。尤其當學校發生校園

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編寫、教學的評

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件的調查時，更不

鑑、等相關單位，均應該依據「性別平

宜指示輔導室的人員負責調查事件的行

等教育法」的規定，將性別平等教育的

政相關事務，因為，學校的輔導室往往

精神落實在他們現有的工作內容中。而

在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或其他違反性別平

各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的各

等教育法的申訴案件出現時，要負起對

個單位其他單位，只要其業務跟教育有

於被指控者或者出面主張被性侵害或性

關也應該執行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

騷擾者或受到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對待

而在學校的教育現場中，各個班級的導

的申請調查人進行心理諮商與輔導、支

師、各科科目的老師們以及其他職員、

持工作。如果讓輔導室的人負擔「調查

工友們都是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範的

事件」的行政事務，可能導致他們在專

場域工作，因此，學校應該考慮如何設

業倫理與調查工作倫理上的衝突問題。

計在職進修讓許多的教師們認識性別平
等教育法並互相討論如何在其工作的內
容上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精神。
也因此，教育部、各個直轄市、縣

（二）許多學校或許認為要找到具有性
別平等意識的「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的委員是困難的

（市）政府以及學校方面，更不宜將性
別平等教育工作的推展與規劃單獨交給

由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規定，

訓委會、地方教育局的某個科員或科長

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得聘具

或學校的輔導室單獨來負責（註12）。

有性別平等意識的教師代表、職工代

而是應該整合各單位或學校內的相關資

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為委員，因

源，一起共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

此，有些學校擔心他們無法聘到具有性

神與目標。

別平等意識的委員。其實所謂具有性別

由於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平等意識的委員，主要是指這些委員應

的主任委員是校長負責（第九條規

該對於性別平等的目標願意認同、並意

定），因此，各級學校校長應該考量學

識到社會的性別差異、性別刻板印象問

校的那個單位較能負責整合校內資源，

題並且願意共同協助改變這個現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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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可以了。一般而言，各級學校中

人只要願意一起共同努力追求性別平等

一定有不少具有認同社會公平、正義想

的目標，應該就是屬於具有性別平等意

法的老師或職員。

識的人。目前，教育部委託的「性別平

以作者個人多年來關心社會性別議

等教育法施行細則」草案研究計畫小

題的經驗看，許多具有公平、正義觀念

組，對於性別平等意識作了下面的定

的人，只要有機會瞭解到傳統性別角色

義：「指個人認同多元性別身分平等之

的分工以及對於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

價值，對造成社會中性別不平等現象之

在台灣對於不同性別者所造成的傷害與

原因有基本認知，並願意協助改善現

不公平、不正義的情形，這些具有公

況、建立多元平等的校園文化。」

平、正義觀念的人，通常願意認同社會

我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不管是中

追求「性別平等」的目標。因此，要找

央、地方政府或學校一旦成立了「 性

到在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委員並不是那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要的是要透過

麼困難。

各種方式或討論或進修或工作坊），讓

重要的是當學校組成了「性別平等

委員們瞭解性別平等教育的真正意涵，

教育委員會」時，如何讓委員們互相透

並共同集思廣益，共同規劃如何落實性

過討論、學習一起思考如何依據性別平

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如此才能真正在

等教育法第六條規定在學校落實性別平

社會推廣性別平等教育的觀念。

等教育的相關工作。如果有被邀請的委
員在參與活動後，認為自己不是具有性

六 結論

別平等意識的人且不願意協助改善社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在第一條規定

中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時，我們也要尊重

中明定，本法的目的，在於「為促進性

其決定，讓其離開委員會。當然，我們

別地位之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

也要認識到，我們社會中的每個個人

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

（包括作者本身）由於是在一個傳統上

源與環境，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強調男尊女卑的社會成長，因此我們有

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這個條

時候因為社會傳統、文化以及過去的經

文宣示國家希望以教育的資源，來促進

驗的限制，會說出或做出違反性別平等

社會中不同性別者地位的平等。目前，

意義的語言或行為。但是，我相信任何

性別平等教育法在經過將近四年草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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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過程，終於在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

律，讓教育現場所有參與教育政策的決

日開始生效。

定者、教育行政人員、在學校教育現場

這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是我國憲

工作的教師、職員、工友們以及受教育

法第七條所規定的「中華民國人民，無

的學生們，均有機會透過教育的手段，

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

學習檢視個人的性別態度並有能力從他

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人的眼中看到自己對於性別的態度是否

十條第六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

有違背平等的原則。讓我們社會中的每

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

個個人都能夠學習反省自己是否停留在

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或性別刻板印象觀念

的精神。因此包括教育部、全國各縣市

的困境裡。而相信透過思考、反省個人

主管教育行政的單位以及全國公私立各

的性別／性觀念如何受到家庭、社會的

級學校，在此一法公布施行後，均有依

影響後，我們都會有能力克服自己因為

法行政的義務，教育現場中的工作者也

社會、文化而型塑出來的性別角色刻板

應該一起在教育的場域中落實「性別平

行為，並因此有能力自由、自主且自在

等教育法」的規定。希望透過這個法

的發展自我。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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