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平等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對話 

陳立言 1
 張淑美 2

 
1文藻外語大學 吳甦樂教育中心 副教授 

2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系 教授 

 

摘要 

不管是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人權教育…等等，各種教育議題其目的也都在

引領達到教育目的之引倒個體向上向善的全人發展，並進而促進社會進步與和諧。學

校教育具有價值性目的與宗旨，性別教育的終極目的應該也是要達致兩性或各種不同

性向者都能夠活得很自在、有尊嚴、幸福、快樂、活出意義與價值。性別平等教育與

生命教育都是以人的成全或幸福為主要目標，其實兩者應該是關係很密切的。不過兩

者在內容上卻也有很大的差異，特別在人學及性愛倫理觀點方面，兩者的論點有相當

的差距甚或衝突。 

首先，在人學方面，生命教育的人學受到宗教及儒家傳統的影響，對於人的主體

性及兩性分立抱持本質人性論及肯定的態度。然而性別平等教育對人的主體性或性別

觀，較傾向於建構論的觀點，並強烈反對以兩性概括人的性別類別。本文除了探討雙

方主張的差異，並比較此種差異在教育上具有的啟發性意義。其次，在性愛倫理觀點

方面也有明顯衝突，生命教育對異性戀以外的性愛關係相對保持審慎保留的態度，性

別平等教育則明確的支持「LGBT」等多元性愛關係的選擇性，並指出傳統異性戀中

心的壓迫性。本文除了說明兩者間的差異，也指出其具有的教育價值。 

從婦女運動及女性主義的發展，或者是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都對弱勢關懷非常

重視，包含對老年、殘障、原住民、外籍配偶、階級弱勢等等…，它對弱勢的關懷及

重視，與生命教育強調人性尊嚴及人性的價值，可說有共通之處，因此本文也會嘗試

討論兩者間對話的基礎，讓兩者的異同在對話中呈現。本文並以「墮胎」或「終止懷

孕」倫理的討論為例，生命教育或許較偏向「胎兒的生命權」論述，而性別平等教育

或女性主義則較偏向「婦女的身體自主權」論述，這些論點各有其重要性及侷限，本

文藉由兩者論點差異的討論，呈現兩者對話的可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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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都是台灣新興的教育議題，很湊巧的是今(2014)年

也剛好是台灣生命教育學會成立十周年以及性別平等法公布實施十周年，兩者在

十年來都對教育場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也都成為台灣教育場域不可或缺的重

要課程。在九年一貫課程階段，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都以重大議題融入相關

課程中；在高中階段除了融入相關課程外，生命教育為必選一學分的課程，性別

平等教育則為必修四小時以上的課程；在大學階段則多數學校在通識教育中，開

設兩者相關的課程，部份大學設立了相關的研究所與碩士專班1。因此，這兩項

新興教育議題都已經進入台灣各階段的教育場域中，然而，有限的成果及邊緣性

的角色，離實現兩者教育的理想，都還有漫長的距離。 

筆者均為投入生命教育十餘年的工作者，近年來也接觸及學習性別研究的相

關議題，2深感性別平等教育也是教育翻轉為更理想的關鍵議題，不只是導正性

別歧視的教育，也是更深刻關懷生命的教育。因此，兩者都期待修正傳統主流教

育的方向，透過跨科際的融入與整合，消除傳統教育中性別歧視或過度實用主義

的觀點及內涵，兩者間確實有密切的關係。再者，不管是從兩者的教育對象－「人」

這個主體；或者從兩者最終極的教育目的來看，都是很接近，甚至是一致的，兩

者應該都是要引導學習者思考「為什麼」而活？如何活出生命主體的意義與價

值？如何活得幸福且有尊嚴？進而在生活及社會中逐步實現。就「人性的角度」

而言，人固然有生物性或比較醜陋或惡的一面，然而更有愛、慈悲、奉獻、犧牲..

等良善的一面，性別平等教育及生命教育的宗旨，應該都是引導人性向善並活得

自在的教育。從教育目標而言兩者本來就關係密切；然而，兩者之教育內涵仍有

相當的差異及衝突，特別在人學及性愛、婚姻倫理方面，值得深入探討與比較，

                                                     
1例如生命教育相關系所：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所、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設

有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併入教育學系為生命教育碩士班、高雄師大

教育系碩士專班（104學年度復招） 
2 本文第一作者陳立言曾擔任台灣生命教育學會理事長，目前就讀高雄師大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並曾發表多篇與同性戀倫理相關之論文，如陳立言(2011a)、陳立言(2011b)、陳立言(2012)。 



進而嘗試對話與合作。 

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兩者均為跨國性的教育議題，但本文的討論將只侷

限於台灣教育的場域。首先，簡要介紹及比較兩者發展的緣起及教育內涵，並相

對著重介紹本研討會參與者可能較陌生的生命教育之緣起及內涵。透過兩者的比

較可以有助於理解兩者在人學及倫理觀點方面的差異。人學方面主要討論人的主

體性及性別的觀點差異；倫理議題方面則討論「基本倫理思考」及「性愛與婚姻

倫理」思考觀點的差異，並比較這些差異所具有的啟發意義。並以人工流產之「墮

胎」或「終止懷孕」倫理的討論為例，生命教育較偏向「胎兒的生命權」論述，

而性別教育或女性主義則較偏向「婦女的身體自主權」論述，這些論點各有其重

要性及侷限，本文藉由兩者論點差異的討論，呈現兩者對話的可能成果。最後並

提出幾項兩者可能的交流及合作的可能方案，供這兩個領域的參與者參考。 

二､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之發展與內涵之差異 

(一) 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的緣起與發展之差異 

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都具有相當多元的異質性並涉及廣泛的層面

與場域，因此本文對兩者的理解主要侷限於正式教育場域中的部份。生命教

育主要反省現行教育過度重視「人才教育」忽略「人的培育」之教育根本的

現象(孫效智，2014；張淑美，2007)，並提出生命教育作為教育實質改革的

新方向。性別平等教育則著重在性別歧視的消除，進而建構一個自由及平等

的人我關係及社會生活。以下先簡要介紹生命教育的緣起，進而比較性別平

等教育與生命教育關注點的異同。 

1. 生命教育的緣起 

二十世紀以來台灣教育的普及，成就了台灣在政治、經濟與科技各方

面的長足進步，然而，過份重視理工實用、輕忽人文理想的教育體制，也

讓台灣在後現代社會的變遷中付出沈痛代價。這代價包含許多面相，例如

青少年及中年自殺率不斷升高，倫理觀念的模糊、暴力及智慧型犯罪猖獗、



家庭功能式微、社會不正義，乃至政經亂象等。整個社會則瀰漫著上下交

相賊、為利益不擇手段的現象。社會充滿了為利益而不擇手段的成員，個

人當然應該負起責任，然而教育體系的實用功利主義更是難辭其咎。因為，

重實用、輕理想的教育體系正是只教學生如何活下去的方法，卻很少與學

生一起探索人活著的意義與目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容或精於生

存手段（甚至不擇手段），卻恐昧於生活意義或生命之目的。這種現象顯示

教育目標遭到嚴重的扭曲，教育不再是教導人之所以為人的教育，反而成

為功能性（賺錢工具）或功利性（成功人生）的教育 (陳立言，2004；孫

效智，2006) 。 

面對社會的功利氣息，我們該如何改造學校教育，來啟發學生的生命

智慧？台灣教育決策單位以及許多關心教育的人士開始提倡「生命教育」

（life education），期望將啟發生命智慧的理想，落實、貫徹於台灣學校教

育體系之中。例如前台灣省教育廳結合天主教曉明女中，於 1997年底於全

台推動的中等學校生命教育計畫，再如教育部於 2000年八月設立「生命教

育委員會」，將生命教育的理念正式納入由小學至大學十六年學校教育體系

中，使「生命教育」獲得一貫化、完整化、全程化的體現(陳立言，2004；

張淑美，2006；孫效智，2006；2014)。教育部並於 2006 年首度將生命教

育科作為高中選修的科目，並在 2010年高中課程綱要中規定生命教育科為

至少必選一學分的課程，目前規劃中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進一步將生

命教育列為普通高中綜合活動領域中的必修一學分，在技術型高中(即目前

高職)則為選修兩學分。 

由前述的生命教育發展概述可知，生命教育源自於對目前教育目標迷

失的反省，並強調是教導人之所以為人的教育，先成人方成才，希可回歸

教育的本質，進而有助於締造更和諧而幸福的社會。目前國內生命教育以

「人生三問及生命三學」為主要架構與內涵，旨在引領吾人探尋與建立良

善的生命的意義、使行為應合乎倫理道德的要求、並成為知行合一且身心



靈整合的人 (教育部，2009) 。 

2. 性別平等教育與生命教育發展的異同 

性別平等教育的前身為「兩性平等教育」，源自於二十世紀以來女性

主義運動的主張，除了社會改革運動，並希望透過教育來消除父權社會對

女性的歧視。台灣在許多婦女運動團體的努力下，1997年教育部設立了「兩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將兩性平等列為所有教育階段的課程內容 (蘇芊玲，

2002) 。而隨者國內外女性主義者對「平等」內涵的進一步反省，兩性平

等的價值已經不足以涵蓋性別關係的複雜交錯性，意即除了性別差異外，

族群認同、階級分岐、世代差異、身心障礙及性傾向等差異，都影響了「平

等」的多元交錯意涵，因此為更全面的關照各種弱勢處境的需要，由兩性

平等轉向性別平等的目標，更能涵蓋社會中多元異質的平等需求 (游美惠

等，2010) 。在 2004年並立法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將兩性平等的教

育目標更推進到性別平等的目標，並規定所有教育階段應實施一定時數的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由前述兩者的緣起及發展可知，生命教育的推動主要批判社會及教育

工具化及功利化的傾向，並致力於「理想人」的培育。而性別平等教育則

著重在批判、消除歧視及爭取實質平等處境。生命教育初期的推動者有相

當多具有宗教背景的學者或宗教團體參與，因此，對傳統道德價值的恢復

及靈性的培養著墨很深，較缺乏對傳統價值及宗教傳統的批判。性別平等

教育主要推動者為婦女運動團體及女性主義者，除了論述及教學外，常透

過一波波的社會運動，迫使權威改變社會制度設計，並經常強烈批判傳統

道德價值及宗教傳統中所隱含的父權宰制及性別歧視觀點，因此也間接造

成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間的立場與觀點的歧異與衝突。 

在推動策略方面也呈現一種弔詭的現象，生命教育的推動雖然批判主

流的(工具化的)教育理念，但生命教育的理念某方面也與傳統主流價值契

合，也獲得教育系統(權力)相當的支持，因此呈現由上而下的推動策略。



性別平等教育雖然有法源依據，然而其理念與傳統主流價值有一定衝突，

且經常挑戰權力結構，似乎並未得到教育系統(權力)充分的支持，因此呈

現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策略 (蘇芊玲，2002) 。此外，近年來性別教育也

強調性別主流化的推動，透過政府機制的運作，全面性的推動社會各層面

性別平等的落實。 

(二) 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內涵的差異 

台灣生命教育學會在高中生命教育課程綱要訂定的過程中，已取得生命

教育內涵的共識，並具體呈現於課程綱要的補充說明中3，在此份綱要補充說

明中提出三個人生根本的問題(簡稱人生三問)：人為何而活？應如何生活？

又如何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對應這三個問題的探索與回應，就成為生命教

育內涵的三個領域(簡稱人生三學)：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反省、人

格統整與靈性發展，簡要說明如下。4
 

1.終極關懷與實踐 

人生的終極關懷與實踐探討人生的終極課題，意即探討人生命存續的

終極意義，例如必死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如果有意義，人又如何發展肯定

屬於她自己的意義？此領域對應之課題包含：哲學與人生、生死學及宗教

與人生之議題，這些課題的探討有助於人對生命的肯定，只有一個肯定生

命價值及了解生命方向的人，才能增強她學習的意願，否則及時行樂或者

悲傷失落的想法很容易誤導學生。而且終極關懷的肯定是一切價值肯定的

基礎，否則一個人即便了解道德的要求為何，但若不清楚生命整體的意義

所在，也很難了解為何該服從道德的要求，也更難體會在自我約束中的自

由與幸福。 

2.倫理思考與反省 

                                                     
3詳見教育部(2009)普通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科課程綱要補充說明第三章。 
4除了在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科課程綱要補充說明第三章中有這三個問題的詳細說明外，也可

參考孫效智 (2006)《生命教育與大學通識課程》乙文。另外，孫效智(2014)則又建構人學圖像與哲學

思考兩項生命教育核心素養。 



人生的倫理思考及抉擇幫助人生活，在多元價值的時代裏，生活中充

滿許多抉擇的考驗，如何做具有智慧而且正確的決定，在於倫理思考及生

活的反省，而奠定思考及反省的基礎，在於倫理思考能力的培養。倫理思

考幫助人選擇「對」的做法，意即正確的行為。試想擁有無比科技力量的

技術人員，倘若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對社會的傷害會有多大呢。除了基

本倫理思辨的能力，對特定領域之重要倫理議題的反省，也是生命教育所

關切的，例如性愛與婚姻倫理及生命與科技倫理等議題，都是每個人生活

中經常需要面對的挑戰。 

3.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前兩項課題可以說奠立了生命真正智慧的基礎，意即能知道人生方向

所在，也能知道生活中是非對錯如何判別。第三項課題的核心理念在於隨

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如何提昇心靈的境界，即為身心靈統整的動力所在。

靈性發展支持人的知情意統整，而人的知情意統整則連結知與行，使人的

終極肯定與倫理思辨得以內化為價值觀並在外顯的生活中實踐。因此透過

靈性的修行，將可幫助人提昇靈性的發展，進而逐漸促成人格的統整。 

由前述兩個領域的內涵說明可知，生命教育具有很強的思辨反省的傾

向，主要內涵來自傳統哲學、生死學及宗教學，第三個領域內涵則強調人的

靈性發展，可說是生命教育的靈魂所在。筆者認為靈性可說是人之所以為人

的核心內涵，也是生命意義與目的的來源。失去了靈性，就失去了精神與活

力，也失去了生命的意義與方向。失去了靈性，也可能失去健康之所寄；教

育沒了靈性，也就失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與宗旨 (張淑美，2007；2014) 。 

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著重在培養性別平等意識，以消除社會中各種性別

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

等教育）的說明，國民教育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整體課程綱要係以「性

別的自我瞭解」、「性別的人我關係」、「性別的自我突破」作為三項核心能力，

並以此建構各階段之能力指標。其基本意涵分別解釋如下： 



「性別的自我瞭解：瞭解性別在自我發展中的角色，以培養健

康的自我概念。性別的人我關係：探討性別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的

關係，以建立平等的人我互動關係。性別的自我突破：發展積極的

行動策略，以建立和諧、尊重、平等的性別關係」(教育部，2001) 。 

關於高中教育階段也採取這三項核心能力為主軸 (潘慧玲，2005)，因此

這三項核心能力也都與人的主體性、性別觀點及平等的性別關係有關，而這

些內涵與生命教育有明顯的差異，將分為人學圖像及倫理思考兩方面進一步

討論。 

三、 人學方面的差異及對話 

(一) 對於「人」觀點的差異 

雖然生命教育的內涵中對人的圖像並未詳細說明，但在課程綱要及補充

說明中都會提及，如終極關懷的領域中預設人具有探索及肯定生命意義的能

力，在倫理思考及反省領域中預設人的自由抉擇的能力，而在人格統整與靈

性發展領域則預設人具有靈性及發展的能力，若缺乏這些人學圖像的預設，

將難以回應人生三問的挑戰，也難以奠立人生三學的基礎 (教育部，2009) 。

在生命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中，也明確將人學圖像的探索列為生命教育

的核心素養之一，並肯定人的圖像是不能完全被物化或工具化的主體，而且

與他人的關係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這樣的人觀可引伸出康德所

主張的「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那麼尊重所有人的主體尊嚴及

對人選擇的自由，才能具有堅實的基礎。因此，生命教育的人學圖像反對將

人只看做一個「物品」或「客體」的「物理主義」或「決定論」，而是具有「主

體」尊嚴的人 (孫效智，2014) 。 

性別平等教育的三項主軸中也並未具體論述人的圖像，但對人的主體性

覺醒及肯定，則是共同的堅持。在性別的自我瞭解中呈現主體對性別認知建

構的發展，傾向主體的建構論而非先天不變的自我；性別的人我關係中則強



調平等的人我互動關係，這與人的互為主體相當一致；在性別的自我突破中

則呈現實踐中的自我。整體而言，人的自我及主體性是在社會建構及主體行

動中所肯定的，因此性別也不是人固定的性質，而是在人的處境脈絡中被建

構及自主展演的。 

綜合前述說明，兩者均肯定人的主體性及尊嚴，並都肯定人我關係的平

等。不過生命教育強調人主體或自我的超越性，在成長過程或環境影響中可

運用理性選擇，因此透過個人的培育及成長，來影響及改變社會。性別平等

教育則重視主體被建構的部份，因此著重社會及制度對人的影響及社會改革

的重要性。 

(二) 對於「性別」觀點的差異 

生命教育對性別的觀點雖然也沒有具體的定義，但由性愛與婚姻倫理綱

要的內容，則偏重在生理性別的肯定，可以說屬於人的身體特性，因此預設

了男女二分的性別觀點 (教育部，2009：85) 。這種二分的觀點與傳統主流

的觀點一致，因此很少被生命教育參與者特別討論，但受到性別平等教育的

挑戰。 

性別平等教育明顯批判男女二分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會強化性別歧視

的情況，意即男女二分的概念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分類方式，而是這種分類

本身就具有女性(或其他性別)受歧視的歷史及社會脈絡，這樣的二分法會帶

來性別特質、性別分工、性傾向、婚姻制度等等的性別界線及壓迫 (游美惠

等，2010) 。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具體要求「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

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

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教

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

點。」(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14條、第 18條)因此，在性別教育課程



綱要中也對同性戀或多元家庭有所肯定。例如高中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1-4：解構同性戀的迷思」、「1-1-5：認同自己與尊重他人的性取向」、

「2-5-1：了解多元家庭的型態」、「2-5-2：尊重多元家庭型態的選擇」。(潘慧

玲，2005) 

相對而言，生命教育對性別觀點比較缺乏反省，因此仍然停留在傳統男

女二分的觀點，忽視了男女二分的觀點在歷史及社會脈絡中所具有的歧視內

涵，這方面性別平等教育則提供了豐富的反省，可供生命教育參考。不過筆

者反省這議題的差異時，也發現要改變男女二分的觀點，需要更好的論述，

特別在中國傳統思維中，陰陽對立的思維深入人心。因此，男女二分在統計

或生活上所具有的方便及功能性，並不需要反對，而是反對男女二分所連結

的本質論、性別歧視意涵及異性戀中心等。 

(三) 差異觀點的對話 

前述人學及性別觀點的差異反映了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關注點的

不同，生命教育著重人的整體性發展，因此較肯定人的共通特性，因此，其

人學圖像較合乎傳統人性的共同理解，而忽略了少數人或特殊傾向的獨特

性。然而由性別平等教育的人學挑戰，未來生命教育需要更著重對「差異」

的尊重及「宰制與壓迫」的理解，才能更周延的描繪合宜的人學圖像。其次，

生命教育對靈性的肯定及重視，也可作為性別教育中人學意涵的補充，讓性

別平等目標的預設，得到更堅實的人學基礎。 

四、 倫理思考觀點的差異及對話 

生命教育延續傳統道德哲學的體系，涵蓋基本倫理及應用倫理的內涵，基本

倫理包含倫理(道德)的意義、為何應該道德的討論、倫理思考方法的培養；應用

倫理學則包含各種特定議題的倫理思考，在高中階段特別著重在「性愛與婚姻倫

理」及「生命與科技倫理」。在性別平等教育中雖然沒有直接使用倫理或道德的

詞彙，但已經預設性別歧視是錯誤的，以及性別平等是對的價值信念及原則；此



外，相關的女性主義研究也討論到女性主義倫理學的建立，與傳統道德哲學有相

當大的差異。生命教育關於性愛與婚姻倫理的內涵則與性別平等教育有較大的差

異，需要深入討論。 

(一) 基本倫理思維的差異 

生命教育非常重視倫理思考的重要性，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而言，

是具有相輔相成的效果。但兩者倫理思維卻有相當的差異，生命教育的倫理

思考內涵承續傳統道德哲學的思維，著重「應然倫理」的思考分辨而非「實

然倫理」的道德規範。然而傳統的道德規範在歷史或社會情境中，常扮演了

父權壓迫的幫兇，所謂「吃人的禮教」並非空穴來風。其次，傳統的道德哲

學常常顯示「理性中心」或「男性中心」或「普遍主義」的特質，也受到女

性主義者嚴厲的批評。例如傳統倫理學忽略女性的經驗及觀點；忽略情感在

關係中的重要性而過度重視理性；忽略私領域的經驗而過度重視公領域的倫

理議題等 (如 Gilligan，1982、Lloyd，1984、Baier，1985、Walker，1989、

Held，1990、Benhabib，1992、林麗珊，2005) 。因此，女性主義者也嘗試

提出「女性主義倫理」或「關懷倫理」等 (Tong，1998) 。女性主義倫理學

者強調社會關係中的宰制（dominance）和壓迫（oppression）的問題，主張

當我們從事道德考量時： 

「僅僅計算效益或是遵守某組道德原則是不夠的，我們還必

須問是誰的幸福被提昇或減少？或者，在某特定情境中某原則如

何影響那些受到壓迫的人？也就是當我們在衡量一個行為的道德

價值時，必須考量此一行為對於現存的壓迫模式有什麼影響，它

是否加深還是改善了弱勢團體的受迫情形。」(蔡甫昌及曾瑾佩，

2006) 

因此，雖然女性主義倫理學有相當多的流派，其目的都在修正傳統倫

理學的不足，以建立一個性別平等的倫理學。其中關懷倫理學發展蓬勃，並



常被運用於醫護或生命倫理議題中。關懷倫理學主要在三個層面修正傳統倫

理學的不足，首先以道德等差性對應傳統的道德無私性，其次以道德個別性

對應傳統的道德普遍性，最後以信賴道德觀對應傳統的道德契約論。(如

Noddings，2002、游惠瑜，2005、吳秀瑾，2006) 

在生命教育課程綱要補充說明中，也注意到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當代倫理學確實有向思辨邏輯傾斜而忽略敏銳心思的現象，特別是

語言分析哲學下的倫理學。這種傾斜的危險是：徒具嚴謹的邏輯形式，但其

內容卻容易偏離有血有肉的生命經驗，而顯得貧乏與膚淺。另一個極端則是

太過重視經驗的獨特性，以致反對任何普遍抽象的原理原則，而淪為危險的

相對主義（ relativism ） 或個別主義（particularism），例如情境倫理（situation 

ethics）、關懷倫理（ethics ofcare）或甚至倫理學上的反理論（ethical 

anti-theory）」(教育部，2009：9)。 

生命教育的倫理觀點認為在「理性」的普遍性與「感性」的情境性間

應取得平衡，本文認為在道德價值或道德原則上應重視道德的普遍性，但在

道德判斷上則應重視情境與脈絡的獨特性，方能兼顧兩者的平衡。其次，傳

統倫理學忽視女性經驗及觀點的傾向，生命教育的倫理觀點應特別警醒及注

意，做為未來課程內涵修訂的重要參考。 

由於基本倫理觀點的差異，生命教育與兩性平等教育在應用倫理學上

就可能會有論點的不同，本文以高中階段的課程綱要為例，討論「性愛與婚

姻倫理」中兩者觀點的差異及對話。 

(二) 性愛與婚姻倫理的差異及對話 

生命教育及兩性平等教育在「性愛與婚姻倫理」內涵上有較大的差異

或衝突，本文以檢視高中生命教育課程「性愛與婚姻倫理」科綱要為例，探

討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性愛與婚姻倫理」科綱要中包含四項核心能力，分

別為：「1.探索與瞭解性的人學與基本的性倫理觀」、「2.探索兩性關係、友誼



與戀愛的倫理議題」、「3.探索與瞭解合乎倫理的性行為與性關係」及「4.探

討與婚姻有關的倫理議題」。每項核心能力包含幾個相關「主題」，每個主題

也包含幾個「主要內容」，每個主要內容又有幾項「補充說明」，因此每項補

充說明可用四個數字編碼表示，如 1-5-1-2 即表示第 1項核心能力之第 5主

題之第 1個主要內容之第 2 項補充說明。此科目共包含四項核心能力、16

個主題、31 個主要內容及 54 項補充說明，其中有 12項補充說明的觀點與

性別平等教育觀點有所差異，並可歸納出三點主要差異：「愛」是否為重要

規範因素的差異、「異性戀中心」與多元性別的差異及「一對一關係」是否

為必要條件的差異，分別說明如下： 

甲、 「愛」是否為重要規範因素的差異 

生命教育認為性愛或婚姻關係應以「愛」為重要或必要的規範因素，

如「1-5-1-2沒有愛的性是扭曲人性、傷害他人和自己的，並等於將自己與

他人的身體工具化」、「1-6-1-3與別人建立真誠的愛的關係」、「3-3-1-1當性

被工具化的同時，它會傷害人性的完整與發展，降低人格的尊嚴，造成人

與人間的疏離、冷漠、彼此利用」(教育部，2009：81-85) 。這些指標都認

為性愛或婚姻關係都以「愛」為根本的道德要求，若缺乏「愛」這項規範

因素，則「有欲無愛之工具化的性行為」(教育部，2009：85)是不道德的。 

性別平等教育對性愛或婚姻倫理的觀點比較多元，包含主張「性無須

道德」的性解放主張 (如甯應斌，2007、何春蕤，2003)；也包含許多反對

性工具化(如色情媒體或性工作)的主張 (如林芳玫，1998、黃淑玲，2003、

彭渰雯，2013、陳昭如，2013a、陳昭如，2013b) 。不過依筆者的了解，

似乎在性別平等教育中並未強調「愛」是性愛或婚姻倫理的重要規範因素

(normal factor)，例如高中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中 (潘慧玲，2005)談到親

密關係時，比較著重性選擇權及自主權，例如「2-3-6 尊重人我情感選擇

的自主性」、「2-4-6 尊重他人性行為的自主權」特別是「2-4-2 釐清性與愛

的關係」的說明為： 



「性與愛的關係並非絕對，有性行為發生不代表愛的較

深，因此愛情關係中未必一定要有性行為的存在，個體必須對此

有所體認，建立正確的性價值觀，釐清性與愛的關係。」(潘慧

玲，2005：40) 

只討論到有性不一定有愛，著重在避免性的誤解或誤用，並未進一步

討論無愛的性的評價或正確的性價值觀為何。生命教育非常重視「愛」在

親密關係中的重要性，並且將缺乏愛視為性工具化。這樣的觀點在一般情

況下是可以成立的，例如為了滿足慾望或生育而有的性行為，通常將彼此

身體及性工具化，因此這種性行為是不道德的，也違反性別平等的精神。

然而性別平等教育較不強調「愛」與性工具化的相關性，對於性工具化是

否不道德也未強調，甚至有多元分歧的觀點 (如 2-8-1：瞭解不同文化中性

關係的多元性。2-8-2：建立自我的性價值觀) 。本文認為生命教育對「愛」

的重視及反對「性工具化」，可幫助人獲得較好而且平等的性愛及婚姻生

活，因此性別平等教育在親密關係的討論中，可更重視「愛」的重要性，

以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性價值觀。 

乙、 「異性戀中心」與多元性別關係的差異 

生命教育認為性愛或婚姻關係僅限於「異性戀」，且完全忽視「同性戀」

的存在，自然無需考慮其可能的倫理需求。例如「4-1-2-1在婚姻關係中，

夫妻學習愛與被愛、互相成全。」、「4-1-3-1婚姻是社會對男女性關係的認

可及規範。」、「4-2-1-1性愛有其男女兩性性別之自然互補的適宜性，以及

因忠誠而有的排他性。因此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最合於人性的愛情與性愛關

係之體現的機制」(教育部，2009：85) 。這些觀點凸顯生命教育嚴重的「異

性戀中心」傾向，在所有核心能力、主題、主題內容或補充說明中完全沒

有談到異性戀以外的戀愛關係，好像同性戀者無須倫理思考，或者已經認

定只有異性戀才是合乎道德的戀愛關係(如「4-2-1-1」)。同性戀或其他戀

愛關係是否不合乎道德，或在甚麼條件下才合乎道德，固然還有爭論的空



間，但完全忽視多元性別的存在事實，並忽略其倫理需求，筆者認為並不

合乎生命教育尊重個體生命的理念，也明顯輕忽異性戀中心在文化及社會

制度中對非異性戀者的壓迫，以及非異性戀者的困難處境。因此，生命教

育在性愛與婚姻倫理方面，應參考性別平等教育豐富的多元性別平權內

涵，進行必要的調整及修正，以避免異性戀中心的傾向。 

不過在性別平等教育批判「異性戀中心」的問題時，似乎也忽略了其

他非異性戀關係的倫理分辨，多元性別關係是否都合乎道德，是一個需要

慎思明辨的問題，性別平等教育並未進一步探討，因此，協助學生反省或

選擇正確的性價值觀，也有待進一步加強。 

丙、 「一對一關係」是否為必要條件的差異 

生命教育認為性愛或婚姻關係僅限於「一對一關係」或「兩人關係」，

反對兩人以外的性愛或婚姻關係。除了前述「4-2-1-1」，還有 6項補充說明

均強調「一對一關係」或「兩人關係」，例如「1-3-1-1性具有一種本然的

力量，促使人自願地走向另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交往，進而與另一個人結

合為一」、「2-2-3-2戀愛的過程是學習適當表達愛的過程。兩個人可以共同

經營豐富的互動內容」、「2-2-4-1社會對於愛戀與婚姻的對象皆有所規範，

違反社會規範的不恰當戀情必須冷靜處理。所謂不恰當戀情有三角戀情、

師生戀、與已婚者的戀情等等。」另外「3-1-1-1」、「3-2-1-1」及「4-1-1-1」

都與前面三項類似，本文就省略其說明內容 (教育部，2009：81-85) 。生

命教育對性愛或婚姻的核心觀點就在於兩個人的「結合為一」，本文稱為愛

的一體性，這樣的一體性包含身體與心靈合一的承諾及行動。因此，這樣

的一體性是完全的給予，也是完全的獲得，為其中任一個個體而言，已經

放棄且不需要了其他性愛或婚姻關係的自主權或選擇權，所以在這樣一體

性的關係中，自然沒有第三者的空間。若出現第三者，那麼就會傷害兩人

間的一體性，撕裂合一的承諾及關係，帶來各種情感的或身體的傷害，失

去一體性所享有的圓滿及幸福。所以生命教育認為「一對一關係」是性愛



或婚姻的必要條件，反對所有三角性愛、劈腿或婚外情。 

性別平等教育並未強調在性愛或婚姻關係中「一對一關係」的必要性，

但也未贊成或鼓勵多 P或開放性關係，似乎認為這是一種個人選擇的議

題，並非性別平權的重要議題。但本文認為「一對一關係」的價值及重要

性，蘊含對伴侶的尊重及彼此地位的平等，可導正傳統男性宰制及玩弄女

性的偏見(如男性就是會劈腿或享齊人之福等)，也可做為性別平等教育的

參考。 

伍、「墮胎」或「終止懷孕」倫理的差異及對話 

關於人工流產的爭議主要有兩個基本論點，「胎兒的生命權」及「婦女的

身體自主權」(謝明珊譯，2010)，其中生命教育較偏向「胎兒的生命權」，而

性別教育或女性主義則較偏向「婦女的身體自主權」。這些論點各有其重要性

及侷限，本文藉由兩者論點差異的討論，呈現兩者對話的可能成果。 

(一) 胎兒的地位與生命權 

1. 生物人(humanity)與位格人(personhood)(或道德人)的區別 

此主張認為只有位格人才具有生命權，而生物人(例如胎兒)並不具有

和人相同的生命權(Warren，1973)。但其缺點在於難以實質劃分其區別，

而且部分位格人的定義，以自我意識、苦樂感受能力或理性思考能力定義

位格人，將導致殺害嬰兒是可接受的行為(Tooley，1981)。也有學者認為此

種區別並沒有依據，因為「實然」(如生物人)雖然不能推論出「應然」(如

道德人)，但是兩者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前述以自我意識、苦樂感受能

力或理性思考能力定義位格人，也是採取某種「實然」(即自我意識、苦樂

感受能力或理性思考能力)取代「物種」這一實然論述(孫效智，2007)。 

而天主教會主張受精卵結合開始，胚胎就具有位格人的地位，但此主

張一方面難以說明同卵雙胞胎兩個位格人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難以在宗教

信念外，說明其依據為何(錢俊宇譯，2010)。 



但爭議較少的論點為胎兒越成熟，則其位格人的地位越獲得肯定，反

對墮胎的合理性就越強。如胚胎與胎兒的區別，精卵結合之後八週以內者

稱為胚胎（embryo），之後則稱為胎兒（fetus）。胎兒具備位格的爭議較少，

胚胎是否具有位格，僅能透過「謹慎論證」肯定胚胎具備位格人的地位(孫

效智，2007)。而許多國家的法律都禁止或嚴格限制六個月以上的墮胎行

為，也顯示社會的道德共識仍然肯定較大胎兒的生命權。 

2. 具有未來性的生命權 

馬奎斯主張胎兒可以發展成像我們一樣的生命，因此認為胎兒具有生

命權(Marquis, 1989)。這個主張即為「潛能論證」主張：能發展出人類特徵

之全能個體即人類個體(Patrick, 2004)。此種主張認為胚胎或胎兒都具有人

的生命權，然而胚胎或三個月內胎兒並沒有感覺及思想，這種主張似乎違

反人的直覺(錢俊宇譯，2010)。然而像一團細胞的胚胎卻具有能夠發展成

像你我一般的潛能，因此，胚胎或胎兒具有如同人一般的生命權，仍然具

有相當的合理性。 

雖然胎兒具備生命權的主張有其合理性，然而胎兒的生命權並非絕對

不可侵犯的，例如，當胎兒的存續會威脅孕母的生命時，人工流產不會有

太大的爭議。因此，胎兒雖然具有生命權，但至少其生命權不能高過孕母

的生命權。除了不能高過孕母的生命權，孕母的福祉及選擇是否能凌駕胎

兒的生命權呢？則有待進一步討論。 

(二) 懷孕婦女的地位與選擇權 

1. 「依附於人的小提琴家」比喻 

湯姆森指出懷孕婦女具有的特殊權利，即便胎兒具有人的生命權，也

不具有使用另一個人身體九個月的權利，因此，懷孕婦女有權利決定是否

持續或終止懷孕(Thomson, 1971)。但此主張有兩個爭議點，首先，被依附

的人與小提琴家的關係，不能類比為孕母與胎兒的關係，因為多數情況下



孕母並非被迫與胎兒連結的，而且胎兒與孕母間也非陌生人的關係。其次，

當我們面對需要救助的人，例如，看見淺水池塘中即將溺斃的兒童，是否

可以視而不見？恐怕多數人的道德共識都認為我們有援救他的道德義務。

因此，「終止懷孕」這個行為將導致另一個人「生命終止」，仍然有道德上

的爭議。 

雖然湯姆森的主張並非嚴謹，但顯然獲得不少人的重視，主要在於她

指出墮胎的議題重點，不在於胎兒而在於懷孕的婦女，也讓墮胎的爭議點，

由胎兒的生命權擴展到孕婦的身體自主權，特別是孕婦的處境及需要，應

該在人工流產討論中，得到更多的關注。 

2. 懷孕為親密的關係，不能強迫人進入此親密關係。 

里托認為母親與胎兒是一種親密的關係及經驗，不能強迫人非自願的

進入此種親密關係中，因此，孕婦所不期待的懷孕，則是非自願的親密體

驗，也是一種錯誤的要求(Little, 1999)。例如因強暴而懷孕的情況，都顯示

懷孕將持續造成孕婦被侵犯的感受，此時孕婦要求終止懷孕，雖然會終止

胎兒的生命，但才能終止孕婦持續受到的身體及心理傷害，就具有相當的

正當性。但這並不表示所有「不期待的懷孕」情形都與被強暴的情形類似，

主要在於「不期待的懷孕」的含意，其次在於「不期待的懷孕」所帶來傷

害的強度。 

例如，自願而無避孕的性行為所導致的懷孕，是否與強暴所導致的懷

孕可相提並論，恐怕就有相當的爭議。此時的懷孕雖然是「不受期待」(會

考慮中止懷孕的情況)，卻是無避孕的性行為合理可預期的結果，孕母及「孕

父」5都對胎兒的生命及福祉具有一定的責任，需要謹慎考慮「終止懷孕」

或「懷孕生育」的抉擇。此時「親職」的期待及需求，就有其重要性。 

3. 親職的期待及需求 

                                                     
5 「孕父」即導致婦女懷孕的人，一般用語只有「孕婦」的用法，然而本文認為「孕父」的責任重大，

不應該被忽略，因此以「孕父」一詞相對於「孕婦」。 



傳統上由於父權意識形態的影響，常常將「親職」窄化為「母職」，

似乎養育子女的責任都在母親身上，若此時孕母認為自己無法提供孩子好

的養育及生活，就有可能尋求墮胎，以避免「母職」的失敗(Hursthouse, 

1987)。雖然這種主張受到質疑，例如孩子可以送給合適的人收養，不一定

需要墮胎。然而，母子間關係的連結，在孩子出生後，會有不同的連結關

係出現，此時，孩子給人收養所帶來的衝擊，可能是母親難以承受的(Little, 

1999)。 

由母職的討論也指出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親職」的期待及需要的

重要性，很顯然稱職的親職可以養育下一代，除了讓親子擁有較好的生活，

也讓社會增加良好的成員，這也是墮胎議題不只是道德的議題，也常常是

法律的議題。因為生育繁衍也是社會共同的價值之一，對親職的期待及支

持，例如父親扮演更多照顧孩子的角色，社會制度提供更多懷孕及養育子

女的福利，才能降低孕婦選擇墮胎的情形(Jaggar, 1997)。 

(三) 「胎兒的生命權」及「婦女的身體自主權」的對話 

綜合前述的討論可知，主張胎兒生命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容傷害的論

述，忽略了孕母與胎兒間依存關係的重要性，也忽略了孕母在傳統母職論述

中所受的壓迫經驗及孕母的實際需求，這種主張看似維護胎兒的生命權，實

際上胎兒所依存的孕母若受到傷害，就會直接傷害胎兒的身心健康及未來發

展。因此，懷孕期間的生命共同體關係，需要得到特別的重視，所以孕母的

選擇權如何考慮，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孕母的選擇權立基於孕母本身的人性

尊嚴及身體自主權，在懷孕是否存續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然而其選

擇權也有其限度，在不傷害孕母本身的人性尊嚴及身體自主權時，孕母選擇

權仍需考慮胎兒生命的重要性。但是社會對親職的期待及需要也必須合理，

才能讓孕母有足夠信心持續懷孕及生育，若社會缺乏足夠而必要的支持，孕

母其實喪失了選擇持續懷孕的機會，這時候孕母選擇人工流產的可能性就會



增加。 

六、 結論：性別平等教育及生命教育交流芻議 

經過上述比較與嘗試的對話，我們可以更了解性別平等教育及生命教育

在教育目標與內涵觀點上的異同及其相互融通的可能，如果兩者能夠更加強

相互了解與合作，應該更能擴大視野與力量，共同為促進個體與社會的尊嚴、

美好與和諧。因此，嘗試提出兩者交流芻議如下： 

(一) 強化學術層面的交流 

兩者在高等教育階段都是新興的領域，在評鑑制度上都同樣和傳統的既

有學門相較之下，很不「平權」。例如，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生命教育研究

所」因師資員額不夠被併入教育系；高雄師大教育學系的生命教育在職碩士

專班，儘管招生狀況一直良好，培養許多優秀生命教育教師與在職人才，也

曾因為生師比例之故，無奈於 100學年度暫時停招，所幸因為主客觀條件又

具足，已得教育部核准在 104 學年度復招。所以，兩者應該在學術上或實際

推動上能夠更密切相互關照與合作，讓弱勢學門得到所需的資源，才能茁壯

發展成獨立與堅實的學術領域。 

(二) 教育內涵的交流及合作 

生命教育可加入性別平等教育的關懷、批判、反省；性平平等教育加入

生命教育終極關懷及倫理思考，引領個體追求自我與群體共同的良善目標，

協助個體整合身心靈的全人。生命教育中的「性愛與婚姻倫理」可納入「性

別平等教育」的觀點與思維，以避免異性戀中心的偏見。生命教育及性別平

等教育涉及道德兩難爭議的議題時，除了傳統的以理性思辨為主的倫理思維

之外，更應以女性主義倫理或關懷倫理學的角度多元思考。另外性別平等教

育也需要參考生命教育人學及倫理思考的內涵，以培養弱勢性別的主體性，

並避免性價值觀的中立及相對主義。 



(三) 推動策略的合作 

性別平等也是立基於「生命平等」，可是性別平等教育有法律地位與獨

立委員會，生命教育卻往往淪落於校園性侵、自殺與暴力事件時被拿來「宣

示」其重要性，甚至於被檢討「生命教育」為何成效不彰？但是生命教育不

僅沒有法律地位，以教育部的主政層級而言，從「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與推

動小組」，逐漸縮編為「推動生命教育諮詢小組」，2009年更併入「學生輔導

及生命教育諮詢小組」，在推動層級上明顯太低，如何提升生命教育在政府部

門的層級，可參考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策略。其次生命教育若能納入性別平

等的觀點，更能協助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目前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正在發

展中，兩者可以合作以增加在各科綱要修訂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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