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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文主要在天主教的信仰脈絡中探討青少年的性別平等教育，也因此同時

涉及了性別平等教育及天主教信仰兩個領域。 本研究肯定天主教學校推行

性別平等教育的成效：包括了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法規及組織運作完

善、貞潔教育課程的推動的確能影響學生對於兩性的價值觀。但研究也發

現了教會學校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中不足之處：包括貞潔教育的角度太過

於狹隘、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各項活動並未普及於各年級等。 依據研究結

果，本論文對於天主教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提出了幾項建議：針對天主教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的特色貞潔教育，建議應跳脫消極地教導如何避免婚前

性行為及強調後果、轉為教導學生積極地去愛自己及他人，引導學生對於

婚姻家庭的重視；對於性別平等教育建議加強教師性別平等的知能、發展

出不同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加強學生面對大環境的判斷自主的能力，以

及整合學校的教學資源，對於宗教界期望有一專門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組

織，進行性別平等教育的反省、檢視以及與外界性別平等機構組織的對

話。  

摘

要

(英)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sexual teenager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f Catholic beliefs. Meanwhile, it also discusses both of field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nd Catholic beliefs. The study approves the effects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t Catholic schools, includes the complete gender equity regula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chastity education promotion on the students’ sexual values. 

Nevertheless, the study finds the insufficiencies: the illiberality of chastity education, 

the unpopularity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urses and activities,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thesis brings up some advice. As regards 

chastity education, it should avoid negatively teaching the premarital sex and the 

outcome. It should teach students to love themselves and others, guiding them to 

take accou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s to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t should 

reinforce on the teachers’ knowledge. The trained teachers can develop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educate students on their 

judge ability and integrate the school sources. Moreover, there should be an 

organization in Catholic churches, promoting o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proceeding 

the introspection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nd making chances to discuss with 

other gender equity association and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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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3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0/11/3 

轉

檔

日

期 

2010/11/09 

全

文

檔

存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1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2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3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4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5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6 



取

記

錄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7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8 491905138 2010.11.3 15:55 140.136.131.43 new 09 

異

動

記

錄 

C 491905138 Y2010.M11.D3 15:53 140.136.131.43 M 491905138 Y2010.M11.D3 

15:53 140.136.131.43 M 491905138 Y2010.M11.D3 16:04 140.136.131.43 M 

491905138 Y2010.M11.D3 16:05 140.136.131.43 M 491905138 Y2010.M11.D3 

16:05 140.136.131.43 M 491905138 Y2010.M11.D3 16:08 140.136.131.43 M 

reli2791 Y2010.M11.D3 16:08 140.136.131.43 M reli2791 Y2010.M11.D5 8:1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11.D5 8:1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11.D5 8:11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11.D5 8:11 

140.136.129.39 M 030540 Y2010.M11.D9 8:5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11.D9 8:57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11.D9 8:57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11.D9 9:49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