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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論文旨在探討香港幼兒教育層面中，幼兒文學與幼兒性別建構的關係。女性主義學者

一直指出，「性別不是天生的，是後天建立的」。香港的幼兒，除了家庭，能夠接觸外界

事物的地方，就是學校，學校給予他們的意識型態，每每起著重要的影響。本論文嘗試

以香港幼教中常見的童話故事為本，分析作品中的性別意識，並透過問卷的形式，訪問

了 28 位前線的幼稚園教師，以歸納香港前線教育工作者於教學時選用作品的取向，以

了解在香港幼兒教育的影響下，幼兒如何建構其性別意識。 

 

According to some feminist writers, women are born “female” (according to whatever the 

culture and time define it to be), but a sense of femininity and sex role as femal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social indoctrination. Hence a child’s sense of femininity is not innate, 

but rather socialized through contacts with people in the family and beyond. One of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s that provide input for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is the school setting. 

Through different types of early literacy materials, children’s sense of sex roles is acquired 

and reinforc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early childhood literature used 

in Hong Kong and examine possible influences of such materials on gender concepts and sex 

role at the early stages of child development. Interviews were also carried out with 28 

kindergarten teachers on what and how the fairy tales they usually use in their teaching may 

influence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gender concepts. Findings will hav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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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for redesigning pedagogy in the early childhood setting to suit the needs of 

young children of both sexes.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曾指出：「性別不是天生

的，是後天建立的」1。當然，這個所謂的「後天」，實包含了身處地方的文化、教育制

度、家庭背景，以及個人性格。 

   

現今的香港，除了家庭，幼兒能夠接觸社會的途徑，主要為學前教育，正如 Belsky

指出，高質素的幼稚園教育能補償家庭教育的不足，讓幼兒有更全面的身心發展。2那

麼，幼稚園給予他們的知識、意識型態，就直接影響著他們。 

 

幼兒教育學家均認為，幼兒大概到三歲時就能對自己的性別有較清晰的意念，可分

辨男孩子、女孩子。香港的教育環境，由於受中國人比較含蓄、內儉的文化背景影響，

人們對性的話題，一般都比較忌諱。香港對性教育方面的發展，因此相對都比較保守與

遲緩。自一九八六年由當時的教育署（現為教育統籌局）首印的《中學性教育指引》，

待一九九七年才有一套較完整的《學校性教育指引》，讓中小學和幼稚園教師較有依據

地去正視性教育問題。 

 

可是，以幼稚園教育而言，能真正把性教育立入課程中的幼稚園，可謂少之又少。

本論文的目的，嘗試以香港幼教中常用的教材為本，分析作品中的性別意識；並訪問

28 位現職的幼稚園教師，以了解香港前線教育工作者於教學時對選用作品的取向，以

了解在香港幼教影響下，幼兒如何從幼師日常的教學中建構其性別意識。研究結果有助

幼兒教育工作者注意教材的選取，教學時須注意的態度與立足點，避免不自覺的性別歧

視，並為幼兒教育中的性別意識重新定位。 

 

閱讀在學前教育的重要性閱讀在學前教育的重要性閱讀在學前教育的重要性閱讀在學前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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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統籌局的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6年新編訂並建議學前機

構採用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3曾清楚列出，幼兒教育課程目標應涵蓋「語文、個人

與群體、早期數學、科學與科技、藝術、體能與健康」等六個學習範疇，以達至「身體、

認知和語言、情意和群性、美感」四個發展目標。無論六個學習範疇還是四個發展目標，

簡單而言，這都是幼兒教育課程設計的指引，以及幼師的教學策略。而在早期語文的閱

讀範疇而言，《學前教育課程指引》就「學甚麼」、「教甚麼」兩方面曾作概括性的解述，

包括幼兒應「掌握閱讀的初步技巧」以至到「從閱讀中學習」的學習歷程。 

 

簡單而言，幼兒文學作品就是履行幼兒課程內容的一個常用工具，成人則協助幼兒

建構上述的知識範疇的重要、關鍵角色。正如學者 Walter Salwyer, Dlanae Comer(1996)

曾指出， 

文學應被視為一種探索世界的工具，閱讀和寫作應被視為表達觀念、澄清思想

的工具。透過大量的閱讀、寫作的機會及經驗，兒童變得越來越能夠純熟地運用語

言。4 

 

幼兒文學不但能啟發幼兒，讓幼兒從閱讀中探索世界，它本身也是一項讓幼兒愉快

學習的重要工具。鄭麗文（1999）則曾指出， 

沒有一個孩子不愛聽故事，故事對幼兒而言，具有無盡的魅力；幼兒從聽故事

中得到快樂及滿足。5 

 

因此，「閱讀教學」是幼師常用的教學方法，藉著閱讀教學，幼師讓幼兒以有趣的

故事形式，融會所學，認識社會、認識世界，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閱讀是最直接增進

幼兒的語文能力，亦是發展他們觀察、分析、思考、欣賞、提問等技能的重要方法之一。

可見幼兒文學對幼兒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其一生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事實上，中外

不同學者分別亦曾就閱讀與幼兒思想發展的關係作出討論。黃雲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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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呱呱落地之初，心性尚處在混沌未開之時，便有文學來和他陪伴。恰恰

在三歲以前，在整個幼兒時期，文學對人們的當時，以後乃至一生都產生有益的影

響。6  

 

因此，在訓練幼兒的思考層面上，閱讀就是關鍵的要素。幼兒文學作家嚴吳嬋霞

(2000)指出， 

語文教育主要目標是培養兒童的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大量的課外閱讀能

幫助兒童認識多些字彚，熟悉文字的正確用法，培養他們正確地思考，正確地用說

話或文字表達他們的思想和感情。7 

   

嚴吳嬋霞對幼兒閱讀的肯定，與兒童文學作家林良有異曲同工之效， 

兒童藉看書籍，逐漸知道別人的看法，慢慢走出自我中心的階段，這是成長過

程中重要的一步。兒童透過與不同年齡的幼兒朗讀書籍，從而加強與人的互動，提

高他們的社交能力。同時，配合了維高思基 (Lev S. Vygotsky)的鷹架理論

（scaffolding），兒童的能力也得以提升。由於兒童的生活圈子小，他們需要從書上

吸收不同的知識，與已有的經驗互相呼應，從而幫助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對將來的

適應有很大的幫助。8 

 

閱讀能擴闊幼兒的見聞之餘，學者 Segal, M., Adcock, D.(1998)則同樣認為，閱讀能

啟導幼兒思想，亦有助宣洩其情感， 

不論情節複雜與否，它的吸引力在於激發孩子的情感。故事中的一些假想行

動，可以引發孩子各種不同的感情。……說故事卻能訓練他們的推理、思考及邏輯

能力，然而每個故事有一套邏輯，包括各種角色的發展、遭遇的問題如何解決，以

及一個合理的結局。9 

 

可見，幼兒文學極有助兒童語言、認知、情意、人格，以及道德等發展。幼兒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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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幼兒的精神搖籃，幼兒透過文學，會更認識自我、社會，世界，以致建立個人的

價值觀。幼兒閱讀教學，在幼兒的三至六歲的訓練因此至為重要。 

 

香港幼兒教育中的性別建構香港幼兒教育中的性別建構香港幼兒教育中的性別建構香港幼兒教育中的性別建構 

  香港的學前教育，基本上有兩大特色。首先，香港的學前教育課程，並沒有統一特

定的教材，其教學概念，主要源自教育局為服務二至六歲的學前機構而編訂的《學前教

育課程指引》。其次，在香港從事幼兒教育事業的前線工作者，九成以上皆為女性。 

 

先從教材方面作討論，《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中清楚要求所有學前教育機構，須依

據課程指引來制定課程，並轉化為可供給幼兒的適當學習經歷。《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中亦就閱讀教學的範疇作獨立的介紹，指出要讓幼兒能掌握閱讀的初步技巧、養成閱讀

的興趣和習慣等，更指出教師應透過朗讀、講故事和遊戲，進行閱讀活動。此外，應鼓

勵幼兒閱讀圖書，及各種感興趣的閱讀材料。而教師則應提供適合幼兒年齡、程度及經

驗的優質圖書供幼兒隨時閱讀。
10
 

 

教授幼兒文學作品因此成為幼兒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材。所謂幼兒文學，必須有其

兒童性、趣味性、文學性與教育性。所謂兒童性是指作品應該以兒童的角度出發，作品

要配合幼兒所認知、能感受的事物，適合幼兒的發展心理；趣味性即指作品中要有令幼

兒感興趣的特質，以及令幼兒快樂的元素；文學性即指幼兒文學中有優美、合宜的用語，

讓幼兒透過閱讀，掌握一定的語感，以提升其語文能力；教育性即指幼兒作品中要有一

定的教育意味，有啟蒙幼兒的道理。 

 

幼師教授早期讀寫範疇的幼兒文學，就其性質可簡單分為兩大類，包括韻文式和散

文式。韻文式是指童謠、兒歌、童詩一類；散文式則指圖畫書、故事、童話，以及寓言

等。每一類幼兒文學作品，都有其特質與教學作用。簡單而言，韻文式的幼兒文學作品，

重節奏感與音樂性，適合培養幼兒的語感及對文字的興趣，散文式的作品，除圖畫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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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童話，以及寓言由於重情節、人物鋪排，以及重啟發，故適合訓練幼兒的組織力、

邏輯能力，以及想像、創意等能力。故事的特性更在於以有趣的形式，讓幼兒認識生活、

社會、世界。至於童話，則讓幼兒的情感得以釋放、宣洩。兒童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願

望，可以在閱讀童話時得到滿足和補償，其於生活中鬱積的情緒，也可以從中得到疏導

和釋放。而本論文的目的，就是以透過前線學前教育工作者的教學情況，了解幼兒在她

們的教學下，如何建構其性別意識。結論有助我們正面地協助幼兒建構正確的性別觀念。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是次研究對象為 28 位在職幼師，她們均於幼稚園機構任職五年或以上。是次實驗

的進行，事前已獲得有關老師的同意。訪問對象已獲取「合格幼稚園教師證書」，現正

修讀政府資助的「三年制在職幼兒教育證書課程」，完成該課程，便會取得文憑的資歷。

選擇她們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這些對象來自全港不同背景的幼稚園，反映面較廣。而她

們的教學經驗較豐富，對幼教課程有較深刻的了解。 

 

評核和過程評核和過程評核和過程評核和過程  

問卷主要詢問她們訓練幼兒思考能力時會選取的幼兒文學類別、教學中經常用到的五本

童話作品、所選用作品的來源地及常用作品的出版社等，以了解前線幼稚園教育工作者

於教學時對選用幼兒作品的取向與具體情況。本研究採用問卷為研究工具，並於課堂上

派發問卷予有關幼師，填寫時限為半小時。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本研究共收回 28 份問卷，收回率達 100%。收回的問卷全都是可供分析的，可用率

為 100%。 

得出的結果顯示，香港前線的幼師於早期讀寫的語文教學中，若用以訓練幼兒的組

織、思維能力等，會較多選用故事、童話類為教材（28 人/100%）。選擇範本方面，幼

師主要選用本地（香港）作品，偶然會選取台灣、日本（譯本）及中國大陸的作品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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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香港幼稚園較常採用的出版社為，晶晶出版社、青田教育出版社、小樹苗教育出版

社、新雅出版社等等。  

 

事實上，就香港前線幼師所常用的「故事」題材類型而言，其主題內容主要為「個

人」、「社會」，及「自然」幾個層面。個人範疇方面有「認識身體」、「家庭」；社會層面

的有「學校」、「交通」、「衣服」、「食物」；自然層面的有「四季」、「動物」、「空氣」、「植

物」等範疇。 

 

無論任何一類，這些作品都有一些共同點。其作品普遍「去性化」。也就是說，作

品中並無明顯的性別意識。作品中的主角亦常以動物代替人類的角色，而動物本身亦無

性別。例如《捲髮的小刺猬》11、《快樂的小貓》12、《迷路的小兔》13、《懶惰的小麻雀》

14、《獅子的肚子餓了》15、《小烏龜換房子》16、《小蝸牛上學》17、《小墨魚》18等。這

並不表示作品於性別意識的範疇上呈現中立，反之，作品每每把性別的意涵淡化，不觸

及性別意識的範疇。事實上，作品的內容亦不曾談及兩性的相處情況，就作品的主題內

容而言，作品很少涉獵到兩性關係的元素。可以看到，幼兒無法於故事中「學習」兩性

相處的概念，也難以此去建構性別意識。 

   

至於童話的教材取樣方面，由於香港較少幼兒文學作家撰寫童話故事，故老師選擇

教材很自然則較為傾向選取外國譯本。問卷中顯示，老師認為經典並經常會用於課堂上

的童話故事作品包括有《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紅帽》、《美人魚》、《賣火柴的女孩》、

《美女與野獸》、《花木蘭》等。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都是廣為幼師所熟悉的童話故事

作品。事實上，對於一般幼兒而言，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中，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都

是他們較多機會接觸到的讀物。由此可見，這些作品中的性別意識，是幼兒涉獵兩性關

係的來源之一。其作品中的性別意識，無疑對幼兒起著一定的影響力。 

   

幼兒一般未能主動閱讀及朗讀圖書，所以極需成人的協助。而在幼兒學習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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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人自然就扮演著引領者的角色。幼兒教育心理學家維哥斯基(Lev S. Vygotsky, 

1896-1934)亦曾指出， 

  認知發展發生於社會文化情境中，孩子在和父母、老師、高能力同儕的社會互

動中，發展了認知技巧，心智逐漸由初級功能(elementary functions)走向更高級的功

能(higher functions)。19 

 

維哥斯基以上的理論，其實可以用「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和「鷹架作用」（scaffolding）兩個核心概念加以解釋。一般而言，幼兒具有一些不需指

導就能獨立運作的水平，也有一些必需經由成人或高能力同儕的引導才能解決的水平，

在這兩個水平之間，存在一塊可以努力發展的區域，這個區域就是「最近發展區」。在

此種情形下別人所給予幼兒的協助，即稱為「鷹架作用」（scaffolding）。換言之，「鷹架

作用」指的則是一種社會互動的形式，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幼兒固然會主動建構自己的

心智，但是當他們遇到更艱難的任務而無法獨立完成時，就需要一些支援，例如成人的

教導或引導。 

 

若以上述的幼兒學習理論對應幼兒性別意識的建構問題，成人所發揮的「鷹架作

用」，則更為重要。當幼兒遇上從未接觸或不明白、不清楚的兩性關係時，幼兒就很容

易受知識提供者（成人）的思想所影響。因此，若「鷹架作用」（scaffolding）的協助者

提供正確的兩性知識，幼兒就能從中學習，否則，幼兒就會隨著這個「最近發展區」的

學習過程而被誤導了。可見，作為知識提供、引導者的幼師，其角色尤其重要，因為成

人就好像一個引領者，在幼兒建構性別意識這個層面上提供支援。 

 

事實上，在幼兒的閱讀範疇，成人每每灌輸其價值觀、既有想法給幼兒。這首先由

成人為她們選書開始，然後是成人對書本的詮釋、分析，以致評價。至於教師，則不單

是引導者，更是諮詢者、觀察者、傾聽者，甚至是知識提供者。成人既然是協助幼兒建

構知識的輔助者，成人（包括老師）就幼兒文學的選擇，無疑就是灌輸幼兒性別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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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至於老師課堂上的講解，其對作品的詮釋，實進一步賦予幼兒價值觀。就前線幼

師心目中經典、認可的幼兒作品而言，其灌輸的性別意識，又將會如何﹖現嘗試以幼師

所舉的經典童話故事為例，包括《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紅帽》、《美人魚》、《賣火

柴的女孩》等作品，解讀幼兒文學與幼兒性別意識建構的關係，以及幼兒文學作品中呈

現的女性主義概念。從作品中，我們會發現以下的兩性模式： 

 

男強女弱的性別模式 

  童話中常有預設的男強女弱性別模式（stereotype）。在童話故事中，男尊女卑的兩

性關係相當明顯，女性每每為弱者，是被拯救的對象。在《白雪公主》的故事中，白雪

公主不斷為男性所救，才能得以活命。她先是獲得獵人不殺之恩，才能逃命；獵人在此

是一個能操生殺之權的人。當白雪遇見七個小矮人時，也須要得到他們收留，才能安身；

這七個小矮人同樣扮演著接濟、救助白雪公主的角色。又當白雪被巫婆所害，吃了其毒

蘋果後，她亦得等待王子的一吻，才能復活；王子在此更有起死回生的大能。可見，白

雪由始至終都處於一個弱者的位置，而故事中出現的男性，則每每為權力的履行者，甚

至能操生殺救贖之權。男尊女卑的兩性模式，不言而喻。 

 

《灰姑娘》的故事中，灰姑娘同樣是一個等待別人拯救的弱者。灰姑娘因為玻璃鞋

留下線索，才能讓王子藉此找回她，並拯救她而離開苦難的生活，脫離後母的欺壓。灰

姑娘是典型等待拯救的弱者，王子即是救贖者。至於另一個拯救灰姑娘的角色──仙

子，雖為女性，但她也只能以仙化的形象而非人類的形態出現。而欺壓灰姑娘的後母、

與其一對女兒，亦是被男權牽引的被動者，因為她們也視其一生的幸福，在於她們能否

被王子垂青。甚至認為自己能嫁給王子，就能獲得幸福。這都是依仗男權的具體表現。

而在父權價值的全面滲透下，她們在此亦成為父權體制的幫凶。這亦如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所指，權力主要不是壓力而是「同化」（co-opt）20。至於《小紅帽》

中的小紅帽與外婆，同樣由獵人拯救，才能從豺狼手上脫險。男尊女卑的處境在故事中

可謂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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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花本蘭》中的花木蘭，縱使其膽識、能力與當時的男性無異，但她也得以男

性的「形態」出現，才能為世所容。這都顯示女性在當時社會不受重視，甚至有被貶低

的情況。 

 

女性被物化 

作品中的女性，皆有被物化之嫌。《賣火柴的女孩》中的女孩，為其叔叔的賺錢工

具。她的價值也只在於她能否賣掉其手上的火柴。她全無作為人的價值，只為一件物件。

《灰姑娘》、《白雪公主》中，女性彷彿亦沒甚價值，只能在苦難中堅毅不撓，而故事亦

只能讓她們得到別人（尤指男性）的拯救，終究才能獲得愛情、物質財富的補償。女性

如此被物化的情況，孟悅、戴錦華於《浮出歷史地表》(1993)中的討論，可作補充說明， 

  ……女性唯有以客體──物的方式，才能被父子秩序作為非敵對力量接受下

來……。21 

 

女性的美貌重於一切 

在童話故事中，皆強調女性的樣貌。她們的幸福同樣以此掛鉤。例如，白雪公主、

灰姑娘，皆因為美貌才能吸引王子的垂青，從而改寫其命運。《白雪公主》中有這樣的

描述，「王子被白雪公主的美麗所吸引並且愛上了她。」《灰姑娘》亦因為變身後的美

貌，才能吸引王子。《美人魚》中的美人魚，同樣被形容為美麗的公主。即使在小說中

的反面人物，如《白雪公主》中被形容為惡毒的後母，亦同樣視女性的美貌重於一切，

其重視之極更在於因為認為白雪比自己美麗，而萌發殺白雪的動機。事實上，小說中善

良、美好的人物，多是美麗、漂亮的，反之則為醜陋、惡毒的。小說中每每強調女性的

外表容貌多於其性格、學養等內涵。這都有貶低女性價值之嫌。 

 

愛情是女性的全部 

   童話中亦多強調愛情是女性的全部。故事的結局每每亦以女子獲得愛情為結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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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象徵為幸福的結局。女性的命運與愛情直接掛鉤。《灰姑娘》、《白雪公主》故事的

結局被認為是美滿幸福，多少由於灰姑娘和白雪到最後皆能獲得愛情，反觀《美人魚》

中的美人魚，因為沒有得到王子的愛，最後因而化作泡泡，消失在大海中。 

 

即使在故事中壓迫灰姑娘的後母，以及一對不曾善待灰姑娘的姐妹，同樣用盡方法

去吸引王子，以求得到王子的愛。她們拼命爭取愛情，彷彿得到愛情就會一併會穫得幸

福一樣。故事中的這些女性，其幸福全由男性付予，生活的希望並非由自己個人建立，

亦不曾思考以自己的能力作出改變。 

 

簡化婚姻的意涵 

  婚姻原是莊嚴、神聖的事情。可是，在童話作品中，每每過份簡化婚姻的概念。童

話中的人物，由相識到戀愛，由愛情到婚姻，大多一見鍾情，沒有相處，沒有心靈上的

溝通。例如《灰姑娘》的故事中，王子與灰姑娘，只共跳一支舞，就視對方為結婚對象；

在《白雪公主》中，王子與白雪公子，只是一面之緣，就獻上一吻，愛上對方，要與對

方結婚，共渡一生。這無疑過份簡化婚姻的意義。 

 

雖然根據幼兒心理學家皮亞傑 (Jean Piaget, 1896-1980)所指，2-7 歲的幼兒應處於

「前運思期」22，也就是說，幼兒仍然依靠形象進行思考，由於他們的生活經驗有限，

掌握的詞語亦不多，所以他們須借助圖片進行閱讀。但是，我們不應小覷他們，因為 3

歲以後的幼兒，縱然他們的說話能力不足，但聆聽或了解說話的能力已十分足夠。23也

就是說，作品中的意識型態足以影響他們的想法。 

 

德婁瑞蒂絲（Teresa de Lauretis）在《性別機制》（Technologies of Gender）裏亦曾

指出，社會性別系統「既是社會文化的建構，也是一套符號機器，一套將意義（諸如身

份、價值、名望、親屬係裏的位置、社會階層中的地位等等）分派給社會當中的個人之

再現系統（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社會性別的再現和自我再現，乃是種種社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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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電影）和體制化的論述、知識論、批評實踐，以及日常生活實踐的產物」。24我

們因此不難看見，當幼兒學會閱讀，並且接受了這些故事的情節、兩性關係的模式，以

及女主角的社會性特質時，他們就開始不自覺地拿故事教他們的東西來塑造自已。25 

 

凱特．柏恩海姆（Kate Bernheimer）於《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

經典童話》書中更進一步指出， 

或許童話與其他民間傳說主要是讓我們消磨時間，得到娛樂。但是社會意義也

在文本建構中發生。26 

 

這裏所說的社會意義，正與德婁瑞蒂絲在《性別機制》中所指的再現系統（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有異曲同工之效。也就是說，閱讀無時無刻影響幼兒所思所想。 

 

正如上文中曾提到，香港學前教育的另一特色，則九成以上的任教者皆為女性。既

然前線教學者以女性居多，那麼，女性在性別上的認知順理成章則會在教學時傳遞給幼

兒﹖周慶華(1998)的《兒童文學新論》
27
一書中則提及對幼兒文學作品中性別歧視的憂慮， 

    兒童文學作品中所隱含的性偏見或性歧視，觸處可見，一個有女性自覺的人不

致會放過它而不去處理；而一旦要去處理，就難免危及主題的「正當性」（被認為

可以啟迪兒童的心智）而失去原先所預設的教育功能。 

 

  另一方面，如果幼師沒有這方面的反省，從沒反思過兩性平等的問題，情況又會如

何﹖既然閱讀對幼兒影響深遠，作為幼師，又多為女性，接觸這些作品同時，如何以一

「不偏不倚」的教學心態去教學﹖幼師應如何講述有關的兩性關係與概念﹖幼師應如何

重構幼兒文學中的性別教學﹖ 

 

「「「「重構重構重構重構」」」」學前學前學前學前教育的教學教育的教學教育的教學教育的教學法法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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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重構幼兒閱讀教學中的性別意識，教學法上的調整是必須的。而閱讀教

學的教學法調整，可以從幼師選書、幼師教學態度及教學模式、以至幼師教學時深化幼

兒閱讀學習三個層面作調適。 

 

        首先，教師為幼兒選書時，大前題當然是以幼兒為本，所選的故事書應適合幼兒年

齡與經驗。但除了配合幼兒的認知，顧及書本中的教育性、書的字數、圖晝等等之外，

亦要留意書中對性別的展現。作為幼兒早期閱讀的指導者，幼師都有責任不要一面倒使

用「去性化」的故事書，要多留意書中有否正常的性別關係展現。如果選擇的故事書沒

有展現明確的兩性觀，作為幼兒的學習啟航員，都應多設計開放性的提問，讓幼兒多思

考兩性關係，助他們自小就建立一個正面、和諧的兩性觀。作為幼師，亦可以自製一些

兒歌或故事給幼兒閱讀、討論。 

 

  教學態度方面，幼師進行閱讀教學時，其教學重點仍然應先置於書中的道德、教化

的層面。也就是說，教師應該以閱讀教學來培養幼兒的語文能力，亦應以此教化幼兒善

惡、是非黑白的觀念。但這並不表示避談性別、兩性關係的話題。當遇到上文提出的男

強女弱、物化女性等性別問題時，幼師不應逃避相關內容，但為免幼兒受故事內容影響，

被故事中的不平等兩性關係所定型，老師可以運用角色扮演、戲劇等教學方式，協助幼

兒輪流互相扮演故事中的角色，扮演時可以不區性別的原型，只讓幼兒宣洩當中的情

緒。男孩子可以扮演故事中被塑造成弱者的角色，女孩子則可以扮演故事中的強者角

色。例如，白雪公主的故事，白雪公主和王子的角色，可以反串，可以是公主去救王子。

故事中的小矮人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那麼，故事中的強弱、二元對立模式不致於牢

不可破，幼兒亦不會處處受這些不自覺的性別歧視所影響了。 

 

  當然，幼師自己本身也要意識到兩性平等的概念，不要再代代相傳地把男強女弱的

兩性關係概念灌輸給幼兒。我們應該讓幼兒明白，男女生理結構不同，能力上亦可能有

所分別，但都要互相尊重，達至兩性平等、和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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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些年齡較大、能力較佳的幼兒，幼師教學時亦可作適量的調整。例如，幼師

可以就故事中對女性歧視的部份，著幼兒自行創作結局、內容，以求一個和諧、平等的

社會地位。作為幼兒學習的引導者，老師宜循循善誘幼兒有關兩性的正確觀念，大膽指

出故事中「膚淺的」地方，灌輸平等、互相尊重的兩性觀念。事實上，幼師理應明白灌

輸幼兒兩性尊重是其發展健全人格的重要一部份。此外，幼師亦可著幼兒討論、思考故

事當中哪些部份是不平等的情節，以深化幼兒學習、思考的層面。例如，當灰姑娘面對

不公平的對待，應如何面對自己的困難﹖是否應該坐以待斃地去等待別人拯救﹖《美人

魚》中的美人魚的生命中，愛情是否人生的全部﹖幼師可嘗試著幼兒想出解決的方法，

作為幼兒解難的訓練。 

幼師教授兩性關係的話題時，應循序漸進，以螺旋式的教學法28為原則，設計一連

串整合性的教學活動。幼師絕不宜操之過急，須知道兩性關係是性知識的一環，課程得

按照兒童的心性發展、經驗及興趣，兼顧知識、技能及態度的培養。幼師與家長亦宜多

溝通，在學校裏亦可以多舉辦兩性關係講座，邀請專業人士，指導家長如何配合學校的

教學。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幼兒文學，尤以童話故事而言，是幼教中不可或缺的教材。倘若作品灌輸的正是一

套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性別意識，而書寫模式又是一套牢不可破的「菲勒斯中心論」

（Phallocentricism），即明顯的男尊女卑二元對立局面，那麼，要能從小教育下一代兩

性平等的訊息，作為幼師，必須認真對待幼兒教育中對性別的教學。這不單是幼師們在

教學時所選擇的題材內容上著手，更在於兩性關係的討論上，教師教學態度上作出調

整，讓幼兒從小就明白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的概念。倘若我們從小就以男女平等的概念

教育幼兒，那麼「性別不是天生的，是後天建立」的看法，才能正常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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