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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藉由網路繪本讀書會的方式來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並

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來進行。以新北市某國小三年級研究者班級的五個

個案學童為觀察對象，課程為期十二週。藉以瞭解如何運用這種方式來

評估這些個案學童在性別刻板印象及相互尊重的看法上是否有所轉變。

同時利用這種方式的進行，是否可以克服性別平等教育在學校推行的相

關困境，讓「性別平等教育」觀念能順利落實在學童身上。最後，也期

望能藉此能促成教師本身專業能力的成長。 本研究結論如下： 1.以網路

繪本讀書會的方式確實能有效解決校內推行性別平等教育之困境，其困 

境包括場地受限、外部資源不足、經費來源有限，以及宣導媒介效果有



限。 2.以網路繪本讀書會的方式進行課程實施，可以促進學童性別平等 

教育觀念的成長。 3.以網路繪本讀書會的方式進行過程中，能讓教師獲

得專業成長，這其中包括多 元化的教學工具、良師益友的夥伴教師、教

學評量的選用、課程設計的淬鍊， 以及教師角色的轉變，同時也能增進

教師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能力的提升， 並充實教師在性別平等教育的

專業知識，才有實力來面對未來不可預期之挑 戰。 本研究建議如下： 1.

推廣區域能向下延伸，可以服務更多偏遠地區或弱勢學童居多的學校。 

2.增加網路平台留言刪除的功能，以避免網路平台留言的重複性及胡亂

留言的情 況發生。 3.大學生相見歡的次數能夠增加，以便增加學童學習

的熱情度。 4.多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師專業進修，讓教師具備更豐

富的知能，以便能替 我們未來的主人翁帶來更多的福祉。 5.教師要以身

作則，避免自己本身也有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產生，才能在班上真 正落

實性別平等的實質意義。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mplement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through 

using Internet-based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s as well as through the method of 

using ac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spent 12 weeks observing five of his 

students, who are 3rd grader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This 

research was performed to help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is approach to assess 

whether these five schoolchildren have any changes in their perception in gender 

stereotypes and mutual respect. Besides, this research was performed to see if it is 

possib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implement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so that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an be 

introduced to the schoolchildren smoothly. Finally, the researcher aims to help 

teachers grow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The approach of the Internet-based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s can 

indee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implement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clude limited space, 

lack of external resources, limited funding, and limited advertising in the media. 

2.The approach of adding Internet-based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s 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can help school children to improve their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3.During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Internet-based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 

approach, teachers can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by learn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tools,working with other teachers, selecting teaching assessment tools, as 

well as occasionally playing the role of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based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 can enhance the teachers’ ability in promoting 

the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ourses as well as enrich teachers’professional 

knowledge about the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so that the teachers will have 

confidence to face the unpredictabl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The sugges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It is hoped that this approach can be used to help 

schools in remote areas or schools having a greater number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2.Add a message delete function in order to avoid keeping redundant and 

irrelevant messages. 3.Increase the number of visits from college students to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make the children more enthusiastic about learning. 

4.To have more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in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for 



teachers that are teaching related courses to provide the teachers with more 

knowledge for shaping future leaders. 5.The teacher needs to be a good model in 

order to avoid using gender stereotypes so that the teacher’s class can be 

accustomed to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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