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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男女平等无疑是世界趋势、无可厚非 ◦ 但是追求男女平等及两性融合的潮流的同时, 我们

却也必须确认男女的确在生理上、心理上、体能上存有差异，才不会误入盲点◦ 比如说，

每个人拥有相同的收入，无疑是大家公认的、人人平等的崇高目标, 但如果在评估了个人体

能、智力、 教育、技能和勤奋度后，还给予大家相同的收入，则未免不合情理，矫枉过正

◦ 在体育上, 大家都知道女运动员的世界纪录永远跟不上男运动员, 男女分 训练和比赛

是正常而非性别歧视◦ 那么, 男女分校学习是否有其存在价值和教育原理根据呢？因此我

们似乎应该以学术考量的结果作为教育体制优劣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 而不是盲目跟随潮

流和口号◦  
 
在三、四十年前有关单性教育及混合教育的研究几乎是寥寥可数◦ 当年，如果有人问起男生

与女生是否真的在学习上有差异，或者怎样才是最好的性别特定( gender-specific) 的教导, 
那么你所能得到的答案将会是 “没有人知道” ◦ 因此，纯粹基于男女不应有性别歧视的考

量，认为男女应该平等，允许自由融合◦ 美国遂于 1972 年立法禁止单性教育，并于 1975
年全面执行, 使到单性教育只存在于少数的私立学校◦ 其他国家也 始跟风，单性教育的发

展也因此受到抑制◦不过近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家也 始意识到男女完全自由放任的反效

果, 而对男女教育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使到单性教育的存在价值以及其不可被取代的优点逐

渐被接受◦ 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 ,美国的单性教育修正法令终于于 2004 年三月被提出◦ 
2006 年十月廿四日，美国教育部秘书长 Margaret Spellings 就发表文告, 重新 放单性教育, 
并在同年十一月廿四日正式 始执行此修正法令◦ 美国总统布什(Bush) 的政府获得共和党

参议员 Kay Bailey Hutchison 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前总统夫人 Hillary Clinton 的支持, 放松对单

性教育的禁令◦ 根据国家公立学府单性教育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ingle Sex Public 
Education) 的执行董事 Leonard Sax 博士的调查, 1995 年该国公立学校中只有三间提供单性

班( single-sex classrooms), 2005 年则增加至 156 间, 目前已躍升到 240 间◦ 尽管单性教育的

放也召来一些反对的声音, 特别是一些左派组织如美国人权自由联盟和妇女国家机构等◦ 
不过美国教育部人权组副秘书 Stephanie Monroe 对这些反对言论的回应是: “ 作为一个家长, 
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女有较多的选择权, 而教育部相信所有的家长应该拥有这个选择权◦” 
他的意思是少数的选择权也应受到保护◦ Leonard Sax 的结论是, 单性教育必须是自愿性的, 
由家长及老师来决定单性教育是否适合学生◦ Leonard Sax 认为无论是公立或私立学府, 允
许家长选择单性或混合学校比较都能使学生 获得最佳学习成果◦  
 
II. 两性的先天差异  
 
除了以上所提的男女运动员体质差异以外,男女生在学习上也有与生俱来的先天差异◦ 这些

差异从基本的生理差异到外皮作用(外表)都有◦ 以下是一些研究的成果:  
 



A) 男童跟女童有先天的听觉能力差异◦ 女婴的听觉一般上比男婴更灵敏, 当年龄越大时差

别也越大◦ 在七岁时, 女童的听觉平均比男童灵敏大约二至四倍, 十二岁时则大约七倍◦ 女
童比男童更易被外界的声波干扰而分散注意力, 相差大约十倍◦ 多数的女生在肃静的课室

可学习得更好, 专注力没有被分散, 纯男生的单性课室则较吵杂, 不过即使有噪音, 男生一

样可以学习◦ 生理学家 F. Corso 在 1959 年就已发表他的发现◦ Jane Cassidy 和 Karen 
Ditty 则在 2001 年,用更先进的科技加以覆证◦ Barbara Cone-Wesson 和 Glendy Ramirez 
则在  1997 年利用骨传导声  (bone-conducted sounds) 测量听觉脑反应  (acoustic brain 
response) 来评估新生婴儿的听觉灵敏度◦  
 
B) 性别主导的性格特征 ( gender-specific personality traits) 上的差异◦ 这种两性特征将影响

孩子学习的方式◦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心理学家多相信这种性格的差异是由文化造成而可

以改变的, 不过在 2001 年由美国国家健康学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发表的研究报

告却发现在所有被研究的不同文化, 这些性格的性别差异却都令人惊奇地难以改变◦ 受研

究的文化包括中国、非洲、 马来西亚、 印度、 菲律宾、 印尼、秘鲁、美国、和欧洲国家

如克罗地亚、 荷兰、 比利时、 法国、德国、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南斯拉夫和苏联西

部◦  
 
C) Virginia 技职学院的研究员应用先进的电子生理脑影象 (electrophysiologic imaging of the 
brain) 去研究 508 个正常的两个月到十六岁的孩子, 发现到男女孩的脑发展有不同的次序、 
时间和速度◦ 在学习几何学方面男童比女童早熟四年, 而在写诗方面女童比男童早熟四年◦  
 
 
III. 两性的教育差异  
 
两性教育研究对象多为中学生与小部分小学生, 研究范围包括学术成就、适应性和社会情绪

发展◦ 所有的证据显示, 单性教育是压倒性地比混合教育更优越◦ 到目前为止, 只有少数例

外◦一般对男女教育的差别研究其学习效果有以下相似的模式:   
1)   女生在单性学校中最佳  
2) 男生在单性学校中次之  
3) 男生在男女混合校中又次之  
4) 最差的是女生在男女混合学校中的表现  
 
虽然如此, 我们也应该认同混合学校也有它的优点和存在价值, 因此两者共存是必须的◦ 也
许可以这么说，在公元 2000 年以前单性教育较倾向采用的理论支柱是 “尽可能减少分散专

注力的环境因素”◦ 不过目前的教育工作者较倾向于讨论 “男孩和女孩怎样学习” 的性别

差异来作为单性教育的主要认证支柱◦  
以下我们先总结一些单性教育的研究策略和成果，所获得的证据 (evidence) 可以归纳为三

大类：  
 
A) 第一类的证据: 主要的全国性研究一一探讨数以万计的英国，澳洲以及其他还拥有较广

泛单性公立学校的国家的学生◦  
 
例证（一）  
英国的全国教育研究基金会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被赋于责任研究



学校大小及不同类型（单性对比混合）对学生学术表现的影响，他们研究了 979 所小学以及

2954 所中学，并于 2002 年七月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是在控制了学生的学术能力和其

他背景因素之后，他们发现女生和男生在单性学校中比在混合学校有很显著 的突出表现◦ 
而女生也比男生获益更大◦ 女生在各项学术能力级中都显示在单性学校比混合学校表现得

更好，而男生只在较低学术能力级中在单性学校比在混合学校表现更好， 不过男童在幼稚

园和小学的单性教育更有效◦ 该基金会得到的结论是 “学校最好是单性的” ◦  
 
例证（二）  
2001 年澳洲教育研究理事会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由高级研究员

Ken Rowe 博士领导并比较了学生在单性学校及在混合学校中的表现◦ 他们花了六年的时

间，研究了超过廿七万名学生，五十三个学术科目◦ 他们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单性课 室比在

混合课室多考取高达十五至廿二个百分点◦ 他们也记载了男孩和女孩在单性学校行为较好, 
对学习较有乐趣, 课程较切合◦ 该基金理事会也指出在单性教育中，女生比男生得利更多◦ 
只是最后这一点有异于较早前英国 Graham Able 博士对卅间单性及混合学校的研究◦ Able 
博士的结论是反过来男生获益比女生多◦  
 
例证（三）  
牙麦加 (Jamaica) 的经典研究◦ Marlene Hamilton 在该国公立单性学校还广泛存在时研究

该国的学生◦ 他发现到单性学校的学生几乎在所有被测试的科目中都比混合学校的学生表

现的更好◦ 由于该测试的环境条件, 几乎很少有社会经济或学术等干扰因素可导致单性或

混合学校可被区别◦ 同时这个研究也和世界各地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女生在单性学校的学习

效果最佳; 男生在单性学校次之; 男生在混合学校又次之; 女生在混合学校中表现最差◦  
 
B) 第二类的证据: “之前和之后” 的研究 一一 由于很难控制确保学习成功与否的全部混杂

的干扰因素, 因此对于转换成单性教育的 “之前和之后” 的研究将可提供另一种肯定 “单
性教育更优越” 的有力证明◦  
 
例证（一）  
在 2000 年, 美国西雅图的 Thurgood Marshall 小学的校长, Benjamin Wright 把混合学校改

为单性学校，而得到一夜之间令人惊奇的效果◦ 首先是学生纪律问题从每天 30 宗降低到每

天一至两宗◦ 其次在学术方面是，男生较能专注在学业上, 就跟女生一样◦ 男生在华盛顿学

生学习评估 (Washington Assessment of Student Learning) 中从排名十到卅巴仙提升到七十

巴仙◦ 他们的阅读率平均从廿巴仙增至 66 巴仙； 在书写方面, 他们从廿多巴仙提升到 53 
巴仙, 而成为全州第一◦ 在中学方面, Montreal 的一间内城中学在改为单性班后, 缺席率从

20 巴仙降到 7 巴仙, 有八十巴仙的学生大考过关而在改制前则只有 65 巴仙◦ 能进入大学的

学生人数则在改制后加倍◦  
 
例证（二）  
英国也有很多相似的个案◦ 比如说在 Essex 的 Fairhurst 中学施行男女分班◦ 男女生修相同

的课程, 由相同的老师教导, 只是男女生分班学习◦ 三年后男生在考试中进步了 26 巴仙, 
女生则进步了22 巴仙, 不过总成绩还是出现女生超过男生的情形◦ 在Mill Hill 中学男女分

班的结果也在数年间令学生在 GCSE 考试的成绩从 40 巴仙提升到 79 巴仙◦ 该校校长 Alan 
Davison 博士评论说: “男女的思考模式是有差别的, 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及认同它” ◦  
 



例证（三）  
英国Manchester 大学的研究员把五间公立学校的学生分别分配入 单性或混合班, 在语文技

巧考试中, 有 68 巴仙的男生在单性班及格，而只有 33 巴仙 的男生在混合班及格◦ 而女生

的同样单性对比混合的比率则是单性班 89 巴仙对比混合班的 48 巴仙◦  
 
例证（四）  
2005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员 Mike Younger 和 Molley Warrington 发表研究报告◦ 他们花

了四年的时间, 研究数以百计的学校有关教育的性别差异◦ 他们研究了许多的单性课室，它

们建在乡村, 小城市, 及大城市等不同地区的学校, 囊括不同背景社会地位和人种◦ 他们发

现到 “单性群” 对以营造学校文化来提高学习成果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发现男女分班常有

效的提高男孩特别是在英语和外文的表现, 同时也增进女孩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表现◦ 最
有意义的是他们不单只是观察和记录他们的发现, 他们也进行干预并且把教育策略移植到

表现较差的学校◦  
 
 
C) 第三类的证据: 从学术研究来比较单性学校和混合学校◦  
 
例证（一）  
美国 Rhode Island 的 Providence 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Cornelius Riordan 对 美国的单性天主

教学校和混合天主教学校的毕业生做了一项研究，他研究了学生的短期和长期成果◦ 他发

现女生在单性学校的表现超越女生在混合学校的表现◦男 生也有相同的结果, 只是获益比

女生少◦ 他也相信单性教育对比较不幸阶级的儿童更有益处◦  
 
例证（二）  
美国 Michigan 大学的研究员对单性天主教学校和混合天主教私立学校做了比较，他发现男

生的读、写和数学在单性中学胜过在混合中学◦ 而单性学校的女生比混合学校的女生在科学

和读的表现更胜一筹◦ 他们也发现，不止是学术方面而已，学生在单性学校有较高的教育

启发力，对自己的能力较有自 信，在朝向学术疆场、有较正面的态度◦ 同时女生在单性学

校也较少有女生受性别刻板定型的限制◦  
 
例证（三）  
Michigan 大学的研究员后来又再发现单性教育的益处并不止于在学时◦ 离校后男女生也较

有可能进入名校，并较可能受启发、而继续读研究院或其他专业学校◦  
 
 
例证（四）  
在一项对 2777 英国中学生的研究中，在混合学校的女生在科学和技职科目中输给混合学校

的男生，不过此情况在单性学校中则相反，女生在单性学校中的表现超越在单性及在混合 学
校中的男生◦ 该研究吻合许多其他研究相似的结果：女生在单性教育中表现最好，男生在

单性学校中次之，男生在混合学校又再次之，最差的是女生在混合学校 中的表现◦  
 
例证（五）  
在讲究绩效，竞争激烈的新加坡，其成绩最优越，最受家长欢迎的四所领先中学皆为单性学

校◦ 而其七间高才学校教育计划下的中学有六间为单性学校，只有一间为混合学校◦  



 
例证（六）  
在马来西亚，最近被挑选为卓越学校的卅间学府中，其中八间小学有两间为单 性学校，而

剩余的二十二间中学中，有十一间为单性学校。  
 
例证（七）  
在香港和台湾，最受欢迎的名校多数为单性学校◦ 例如香港的圣若瑟书院, 英华女校等以及

台湾的北一女, 建国中学, 景美女中等◦  
 
 
IV. 单性教育的反对声音  
 
A) 认为单性学校是性别歧视, 应受禁止◦ 不过男女生的确在生理上、 心理上、 思考模式

及体能上存有差异, 因此分 训练及学习应该是正常的而非性别歧视◦  
 
B)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 Janette Edwood 和 Caroline Gipps 不同意单性学校有较好成绩是

由于单性教育本身的强点, 他们认为社会阶级、 能力及学校的历史与传统才是主要原因◦ 
Buckingham 大学的 Alan Smithers 教授和 Pamela Robinson 博士也认同这项观点◦ 不过澳

洲教育研究理事会及英国国家教育基金会的研究发现到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论点◦ 事实

上, Corneluis Riordan 教授告诉我们, 美国单性天主教学校的女生多数来自较低的社经地位, 
反而是混合天主教学校的女生来自较高的社会阶级◦ 至于男生, Riordan 教授发现他们的社

会经济阶级没有什么差别◦ 另外, 英国的教育水平办事处 (British Office for Standard in 
Education) 在 1998 年测试 800 所公立单性和混合学校的考试成绩, 想要知道社会经济的

变数是否可以决定单性学校的优异性, 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变数不能决定单性学校的优越性, 
优良的成绩是单性教育的直接结果◦ 他们也发现单性学校的学生对学习抱有较显著的正面

态度◦  
 
C) 反对者担心单性教育会加深男女生的性别刻板定型 (gender stereotypes) ◦ 事实上单性

教育增广学生视野, 使他们能更自由的发掘本身的能力和兴趣, 而不会受限于性别刻板定型

◦ 英国的一位研究学者 A. Stables 在 1990 年比较了十三和十四岁学生对于不同学科的态

度, 他发现到混合学校的学生比较倾向于修读性别典型 (gender typical) 的学科: 即在混合

学校中男生较喜欢数学和科学而不喜欢戏剧和语文, 但在单性学校中男生却对戏剧、 生物

和语文较有兴趣◦ 同样的, 女子学校的女生比在混合学校中的女生对数学和科学更有兴趣◦ 
美国 Virginia 大学的 Abigail Norfleet James 和 Herbert Richards 在 2003 年发现拥有同样

能力的男生在单性学校比在混合学校追求艺术、音乐、 戏剧和语文等学科的人数多两倍◦ 因
此我们可以给出结论: “ 单性学校摈除性别刻板定型而混合学校强化性别刻板定型” ◦ 还有

很多其他的个案皆支持这个结论◦  
 
D) 还有一些反对的理由如同性恋,怀孕等等, 皆是少数孤立的特殊个案,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是源自个人因素以及社会风气等外在环境因素, 因此应另觅解决良方, 而不应该因噎废食◦  
 
(本讲稿主要取材自美国教育部资料、 英国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报告书、 澳洲教育研究理

事会报告书、 国家公立学府单性教育协会报告书、 剑桥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报告书以及各种

学术刊物和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