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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中生對於臺灣慰安婦議題認知上的差異 

摘要 

  2020 年，又一位臺籍慰安婦過世，臺灣已知的慰安婦只剩最後一人，但即

便慰安婦阿嬤們逐漸凋零，這仍是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面對跨越時空的悲

傷，研究者決定探討國中生對臺灣慰安婦認知上的差異，並調查何種方式更能

讓這段歷史被學生認識。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臺南市國中生，

並採半開放式自編問卷進行研究，獲有效問卷 250 份，研究結果如下：  

一、國中生對慰安婦認知上的差異 

  (一)約近 1 成國中生表示未聽過或看過「慰安婦」一詞。 

  (二)僅約 4 成國中生在得知「慰安婦」一詞時就知道其意思為從軍性奴隸。 

  (三)國中生會經由不同管道理解「慰安婦」並產生不同想法。 

  (四)多數國中生由課本及老師得知「慰安婦」。 

  (五)多數國中生對慰安婦感到同情、悲傷，但仍有部分抱有輕蔑的態度。 

  (六)多數國中生表示願意瞭解慰安婦的涵義。 

  (七)願瞭解慰安婦的國中生，多數表示可增廣見聞。 

  (八)不願瞭解慰安婦的國中生，多數表示不感興趣。 

二、過半數國中生認為老師透過口頭、影片等方式能讓學生更瞭解此議題。 

三、過半數國中生同意應該深入瞭解此議題，包括歷史背景、女性權益、臺灣 

    倖存慰安婦人數等。 

  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供學校、教師、學生及未來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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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國中的歷史課本中提到： 

 

西元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因應戰爭發展，總督府開始在臺徵召志願  

兵，前往南洋地區作戰，也有臺籍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成為戰火下 

的犧牲者。(108 課綱康軒國中社會課本 1 下，頁 89) 

 

起初看到「慰安婦」一詞，我們片面地認為是「安慰人心的婦人」，但瞭

解後才發現她們是一群受日軍摧殘的的犧牲者。在課程中，老師只是輕描淡寫

地帶過，但同學們輕蔑嘲笑的態度，對身為女性的我們深感不尊重，因此啟發

我們研究國中生對臺灣慰安婦認知上差異的研究，希望能在研究後，瞭解國中

生對此議題的看法，進而使同學們對慰安婦有正確的認知，改變同學不尊重的

態度。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國中生對於慰安婦基本認知上的差異。 

  (二)探討國中生認為老師使用何種教學方式能使學生更瞭解慰安婦議題。 

  (三)探討國中生想要更深入瞭解關於慰安婦的何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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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慰安婦 

1. 國中社會課本定義，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避免士兵性侵婦女影響國

際觀感，以及士兵感染性病影響戰力等原因，徵召隨軍的性工作者。

這些性工作者在日本多為有償或自願，但後來卻演變成日本在占領區

徵召民間婦女擔任。遭強迫或欺騙的婦女多半來自韓國、臺灣、中

國、東南亞等地，臺灣約有一千多人受害（108 學年下學期國中康軒版

歷史一下，88）。 

2. 高明士（2006）說明，慰安婦的招募並不完全以風塵女子為對象，雖然

有些婦女確實被告知，且自願到海外從事慰安工作，但軍部也透過役

場在各轄區從民家抽調人頭，或以「奉公」名義抽調年輕女子，其中

不乏欺騙以「軍部所開食堂之端菜服務生」、「賣面不賣身」的藝旦

等名義到海外去服務。 

3. 日本《廣辭苑》對「從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從部隊到戰地安

慰官兵將士的女人」(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6)。 

4. 二戰期間，日本軍方為解決中國及太平洋戰區日軍之性需求，從占領

區中國大陸、朝鮮、臺灣、印尼等地強迫徵調婦女充當軍妓，有些是

日本國內的犯人，有些是據地的婦女或孩童，還有一些招募而來的妓

女，大部分都是藉工作的名義將女性騙來或是強行擄走，少部分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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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是自願來服務士兵，這些軍妓，在日本的文書上稱為「慰安婦」

（教育百科）。 

5.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2016）對慰安婦的定義為「從軍性奴

隸」。 

  由上可知，在二戰期間慰安婦是跟隨軍官到戰地安慰軍人的女人，她們是

日本政府為了解決軍人性需求以及防止軍人感染性病影響戰力而徵召來的婦

女，在日本大多受害者是自願或是當地的犯人，而在臺灣、韓國、大陸和東南

亞等地區的受害者大多是被強行擄走、抽調或是以工作名義被欺騙的。 

（二）慰安所 

  日軍將慰安婦集中在駐地部隊的某一處管理，此地及日軍中所開設的妓

院，即為「慰安所」，初期慰安所被叫做「娛樂所」、「俱樂部」、「行樂所」或

「安樂所」等名稱。在軍事資料中，則被稱為「軍慰安所」、「軍人俱樂部」

等。在 1931 年 11 月，日本海軍軍隊駐上海水兵當局，已將虹口一帶的「大

一沙龍」、「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四個日本人運營的風俗場所，指定

為水兵特別慰安所。這是「慰安所」稱謂的第一次出現，也是世界上出現的第

一批慰安所（每日頭條，2018）。  

  另外，臺籍慰安婦工作的慰安所主要分為三種：軍營式，設於軍營中，以

木板隔間臨時搭建，只提供純粹的性服務；食堂酒店式，先端菜陪酒再作慰

安，招待對象僅限日本軍官；高級軍官俱樂部，主要對象為軍階較高的軍官

（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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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慰安婦重大歷史事件 

表 2-1 慰安婦歷史事件時間表 

時間 事件            

1937 年 12 月 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攻陷南京，燒殺擄掠，強暴婦

女，為了安撫軍人的瘋狂行徑，日本軍開始正式採行慰

安婦政策（鐵盒裡的青春:臺籍慰安婦的故事，2005）。 

1972 年 9 月 29 日 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失去與日本討論殖民地問題與賠

償損失的機會。 

1988 年 9 月 「臺灣婦女救援協會」正式登記為「財團法人臺北市婦

女救援基金會」（簡稱為婦援會），以救援不幸婦女，提

供法律諮詢服務，輔導生活與教育，重建自信自立之人

格，協助重返家庭及社會，其中協助對象包含慰安婦。 

1991 年 8 月 14 日 全球首位慰安婦韓籍的金學順公開自己的本名，並揭發

日本政府在二戰實施慰安婦制度的惡行。 

1992 年 2 月 日本國會議員伊東秀子在國會圖書館找到三通電報，證

實臺籍慰安婦存在。 

1992 年 2 月 20 日 婦援會成立慰安婦申訴專線，首位臺籍慰安婦劉黃阿桃

出面申訴。 

1992 年 3 月 「跨部會臺籍原慰安婦專案小組」成立，由外交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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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固定每月召開會議，希望藉由政府與民間的合作，

在維護國家尊嚴及保障個人隱私的原則下，全力協助受

害人早日爭回公道與尊嚴（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 

1992 年 7 月  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公布第一次調查報告，並在南韓國會

上為韓籍慰安婦的苦難公開道歉（鐵盒裡的青春:臺籍慰

安婦的故事，2005）。 

1993 年 8 月 4 日 「河野談話」指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談

話，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強徵韓國婦女充當慰

安婦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河野談話，維基百科）。 

1993 年 10 月 跨部會臺籍原慰安婦專案小組和立法院討論後，結論為

日本政府應依國際法對人權的尊重，給予慰安婦「個人

賠償」且「一次給付」。(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 

1994 年 6 月 跨部會臺籍原慰安婦專案小組將婦援會匯集之「臺灣地

區慰安婦訪查個案分析報告」轉送給中日交流協會、自

民黨「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臺灣慰安婦報告，

1999）。 

1995 年 6 月 9 日 日本眾議院表決通過〈重申記取歷史教訓致力和平決議

文〉，又稱「終戰五十年決議」、「不戰決議」。此決議文

讓之後的「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再次引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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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6 月 14 日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五十嵐廣三發表「亞洲女性和平國民

基金」，賠償各國受害慰安婦賠償金，若接受賠償，就得

放棄對日本政府的提告，全球有 345 位慰安婦接收賠償 

（亞洲婦女基金會，維基百科）。 

1995 年 8 月 15 日 「村山談話」在中承認，日本藉殖民統治和侵略，對許

多國家的人民造成重大傷害與痛苦，特別是亞洲國家。 

1996 年 2 月 跨部會臺籍原慰安婦專案小組發表聲明，要求日本政府

接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建議，對慰安婦提出一次給付

的個人賠償（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 

1996 年 10 月 跨部會臺籍慰安婦專案小組第六次會議，決議提高生活

補助金為每月 15,000 元，並繼續委託婦援會處理慰安婦

調查認證及對外求償事宜（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 

1997 年 12 月 跨部會臺籍慰安婦專案小組正式委託婦援會發放慰安婦

受害者每人新臺幣五十萬元（臺灣慰安婦報告，1999）。 

1998 年 婦援會籌資拍攝臺灣第一部「慰安婦」紀錄片《阿媽的

秘密─臺灣「慰安婦」的故事》。 

1999 年 婦援會組織律師團，陪伴九名原臺籍慰安婦到日本提出

訴訟。 

2001 年 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臺灣論》在臺發行，其「『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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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志願說」引發抗議。13 位臺籍「慰安婦」倖存者舉

行記者會，要求公開道歉。 

2002 年 10 月 15 日 臺灣慰安婦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告，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每

人一千萬日圓並正式道歉，日本法官:「原告所主張行為

是在國家賠償法施行前所造成的損害」，以 20 年法律追

訴期已到，且日本已向二戰遭侵略的國家做出賠償為

由，因此臺灣敗訴(大紀元新聞網，2004)。 

2003 年 3 月 12 日 臺灣在東京高等法院再次上訴。 

2004 年 2 月 9 日 臺灣再次敗訴，理由與上述相同。 

2005 年 對日本提出的上訴三審敗訴定讞。 

2007 年 亞洲婦女基金會解散。 

2008 年 11 月 11 日 中華民國立法院院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

道歉和賠償。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向南韓政府表達道歉與反省之意，

將 10 億日圓支援前慰安婦。 

2016 年 11 月 24 日 立法院議程中預算編列 1,105 萬元向日本索償各項債權

及臺籍慰安婦受害人補償費、出席臺日諮商會議、亞協

行政委託等經費，亞東關係協會僅以「對話沒有交集」

回應人民，顯見協助慰安婦向日索償作業毫無進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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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

會議議事錄，2016）。 

2016 年 12 月 10 日 全臺灣第一座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

館」在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揭幕。 

2017 年 8 月 3 日 臺灣僅剩 2 名慰安婦在世，她們都是花蓮秀林鄉太魯閣

族的原住民，其中一位 93 歲的阿嬤從來不對外露面，另

一位曾在鏡頭下曝光的蔡芳美阿嬤身體現在比較不硬朗

（余曉涵，中央社）。 

2018 年 8 月 14 日 臺灣第一座慰安婦銅像在國民黨臺南市黨部揭幕。 

2018 年 9 月 6 日 一名質疑二戰慰安婦真相的日本人藤井實彥在臺灣作勢

用腳踹臺南慰安婦銅像，後來被臺灣禁止入境。 

2020 年 8 月 13 日 筆者經由與婦援會執行長訪談得知，兩位慰安婦倖存者

目前都受到妥善照顧。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因為疫情衝擊及連年虧損，宣

布暫停營業，並找尋新的搬遷地點。 

2020 年 12 月 7 日 臺灣僅存的二位慰安婦阿嬤，有位將近百歲高齡的阿嬤

於 11 月初因病離世，目前臺灣慰安婦倖存者只剩一位。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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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研究架構流程圖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流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9 學年度臺南市 3 所公立國中及 4 所私立中學國中部各年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312 份問卷，收回 312 份，回收率 100 ％。剔除無效問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編製問卷 

發放問卷 

結果與討論 

結論及建議 



 
11 

 

卷 62 份，得有效問卷 250 份，有效率約 80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臺南市國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

採用紙本問卷進行研究，問卷回收後再以 EXCEL 試算表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半開放式自編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內容經專家效度評定彙整各題

項意見後，與指導老師討論確定問卷題目。 

  問卷題目主要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對象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

問卷內容，主要探討有關國中生對於慰安婦看法上的差異、什麼樣的方式可以

讓國中生更加瞭解慰安婦的真正涵義，以及國中生會想進一步瞭解慰安婦的哪

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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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臺南市國中生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312 份問卷，回收 312 份問

卷，剔除無效問卷 62 份，最後有效問卷 250 份。茲將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如下： 

一、基本資料 

（一） 性別：本研究有效問卷總計 250 人，其中男生 132 人，占 52.8%；女生

118 人，占 47.2%，問卷調查學生性別與年級結構資料表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問卷調查學生性別與年級結構資料表 

年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和（%） 

一年級 39 (15.6%) 39 (15.6%) 78 (31.2%) 

二年級 64 (25.6%) 54 (21.6%) 118 (47.2%) 

三年級 29 (11.6%) 25 (10%) 54 (21.6%) 

總和 132 (52.8%) 118 (47.2%) 250 (100%) 

 

（二）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本研究有效問卷 250 份分別來自臺南市 3 間公立

學校共 202 份，占 80.8%；4 間私立中學共 48 份，占 19.2%；問卷調查學生

就讀學校統計結果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問卷調查學生就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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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級：由表 4-1 問卷調查學生性別與年級結構資料表顯示，本研究有效

問卷 250 份，其中一年級占 31.2%，二年級占 47.2%，三年級占 21.6%，二

年級參與研究調查所占比例最高，三年級參與研究調查所占的比例最低。 

（四） 班別：普通班占 78.8%，資優班占 16.4%，藝才班占 4.8%，參與問卷調

查學生就讀班別人數統計如圖 4-2 所示，其中以普通班學生參與比例最

高，藝才班學生參與比例最低。 

     圖 4-2 問卷調查學生就讀班別人數統計圖 

 

二、臺南市國中生對慰安婦的基本認知差異 

（一） 探討國中生是否聽過或看過「慰安婦」這個詞？ 

  由圖 4-3 可知，國中生聽過或看過慰安婦一詞的人占 92％，而未聽過或

看過的人占 8％，顯示大部分的同學都曾聽過或看過慰安婦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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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是否聽過或看過「慰安婦」這個詞 

（二） 探討國中生第一次聽到或看到「慰安婦」一詞時，認為是何種意思？ 

  由圖 4-4 可知，國中生有 41％的人認為慰安婦是從軍性奴隸，有 29％

的人認為是性工作者，而有 19％的人認為是安慰人心的婦人，不清楚意思

的人占 11％，顯示出每個人第一次看到慰安婦有不同的想法。 

    圖 4-4 第一次聽到或看到「慰安婦」一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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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上題，探討國中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知？  

  由 4-2「慰安婦」一詞認知想法次數分配表得知，學生對於慰安婦一詞

的想法，大多數來自於師長解說(40.2%)，其次是來自於從字面上猜測

(39.5%)，再者為新聞媒體介紹（14.8%）與其他(5.5%)。 

表 4-2 「慰安婦」一詞認知想法次數分配表 

項目 反應次數 (%) 排名 

從字面上猜測 101 (39.5%) 2 

師長解說 103 (40.2%) 1 

新聞媒體介紹 38 （14.8%） 3 

其他 14 (5.5%) 4 

 

（四） 探討國中生第一次是從哪得知「慰安婦」這個詞？  

  由 4-3 從何得知「慰安婦」一詞次數分配表中顯示，國中生第一次得

知「慰安婦」這個詞多數來於課本（33.1%），其次分別由學校老師

(25.1%)、網路媒體(17.3%)、報章媒體(9.9%)、課外書籍(8.3%)、親朋好友

(3.5%)、展覽(1.6%)、其他(1.3%)等管道得知。 

表 4-3 從何得知「慰安婦」一詞次數分配表 

項目 反應次數 (%) 排名 

學校老師 94 (25.1%) 2 

親朋好友 13 (3.5%) 6 

課本 124 (33.1%) 1 

課外書籍 31 (8.3%) 5 

報章媒體 37 (9.9%) 4 

網路媒體 65 (17.3%) 3 

展覽 6 (1.6%) 7 

其他 5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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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討國中生聽到「慰安婦」這個詞的感受如何？ 

表 4-4 聽到「慰安婦」的感受次數分配表 

項目 反應次數 (%) 排名 

開心 2 (0.4%) 11 

溫暖 6 (1.4%) 7 

同情 122 （27.9%） 1 

無感 50 (11.4%) 5 

嚴肅 70 (16%) 3 

害怕 27 (6.2%) 6 

悲傷 90 (20.6%) 2 

憤怒 55 (12.6%) 4 

鄙視 6 (1.4%) 7 

亢奮 5 (1.1%) 9 

其他 4 (0.9%) 10 

    由表 4-4 聽到「慰安婦」的感受次數分配表中可知，國中生在聽到  

「慰安婦」這個詞的時候，多數人的感受是同情（27.9%），其次分別是悲傷

(20.6%)、嚴肅(16%)、憤怒(12.6%)、無感(11.4%)、害怕(6.2%)、溫暖(1.4%)、鄙

視(1.4%)、亢奮(1.1%)、其他(0.9%)、開心(0.4%)。 

（六） 探討國中生是否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圖 4-5 是否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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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4-5 可知，國中生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人占 84％，而不想 

  瞭解的人占 16％，顯示大部分的國中生都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七） 探討想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國中生，其原因為何？  

  針對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國中生進一步探討其原因，結果如表

4-5，多數國中生認為可增廣見聞(35.3%)，其次分別是可遏止類似事件發生

(24.5%)、可促進性別平權(22.9%)、對慰安婦議題有興趣(16.5%)。 

          表 4-5 為何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之次數分配表 

項目 反應次數 (%) 排名 

可增廣見聞 128 (35.3%) 1 

對慰安婦議題有興趣 60 (16.5%) 4 

可遏止類似事件發生 89 (24.5%) 2 

可促進性別平權 83 (22.9%) 3 

其他 3 (0.8%) 5 

 

（八） 探討不想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國中生，其原因為何？ 

  本研究針對不想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國中生進一步探討其原因，結

果如表 4-6 所示，最多人不想瞭解的原因是對此不感興趣(52.9%)，其次分

別是覺得議題太過於沉重(25.5%)、對課業無幫助(17.6%)及政治因素(2%)與

其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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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6 為何不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之次數分配表 

項目 反應次數 (%) 排名 

政治因素 1 (2%) 4 

不感興趣 27 (52.9%) 1 

對課業無幫助 9 (17.6%) 3 

議題太過於沉重 13 (25.5%) 2 

其他 1 (2%) 4 

 

三、學校老師透過何種教學方式能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議題 

（一） 學校老師透過口頭講解是否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圖 4-6 顯示，非常同意學校老師透過口頭講解會讓人更瞭解慰安婦真

正意思的人占 30％，同意的人占 35％。由此可知，多數人同意這個做法。 

 

 

 

 

 

 

 

 

圖 4-6 口頭講解會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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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老師透過影片講解是否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由 4-7 可知，非常同意老師透過影片講解能讓人更瞭解慰安婦真正意

思的人占 38％，同意的人占 30％，顯示多數國中生認為透過影片講解能瞭

解慰安婦真正意思。 

 

圖 4-7 影片講解會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 

（三） 學校老師透過發放講義是否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圖 4-8 發放講義會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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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8 可知，非常同意學校老師透過發放講義會讓人更瞭解慰安婦

真正意思的人占 25％，同意的人占 27％，沒意見的人占 38％，不同意的人

占 7％，非常不同意的人占 3％，調查結果顯示，國生中有超過半數以上認

為發放講義能讓人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四） 學校老師透過辦理講座是否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由圖 4-9 顯示，非常透過辦理講座會讓人更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人

占 30％，同意的人占 25％。故研究結果顯示，國生中有超過半數以上認為

辦理講座能讓人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圖 4-9 辦理講座會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 

（五） 學校老師透過介紹相關書籍是否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由圖 4-10 可知，非常同意學校老師透過透過介紹相關書籍會讓人更瞭解慰

安婦真正意思的人占 32％，同意的人占 28％，沒意見的人占 33％。由此可

知，過半數的國中生同意老師透過介紹書籍能使其更瞭解慰安婦真正的意思。 

不同意, 11, 4%

同意, 63, 25%

沒意見, 94, 38%

非常不同意, 7, 

3%

非常同意, 75, 

30%

不同意

同意

沒意見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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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介紹相關書籍會讓國中生更瞭解慰安婦 

四、國中生對於慰安婦相關議題的看法 

（一） 對於「應該更加深入瞭解慰安婦議題」的看法 

由圖 4-11 可知，非常同意應該讓國中生更加深入瞭解慰安婦的議題占 24

％，同意的人占 32％，沒意見的人占 42％，不同意的人占 2％，由上可知，過

半數以上的國中生同意應該更加深入瞭解慰安婦的議題。 

      圖 4-11 國中生應該更加深入瞭解慰安婦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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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慰安婦歷史背景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由 4-12 顯示，國中生非常同意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歷史背景這方面的議題

占 28％，同意的人占 29％。由此可知，約六成的國中生會想要更深入瞭解有關

慰安婦歷史背景這方面的議題。 

 

圖 4-12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歷史背景的議題 

（三）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作地點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由圖 4-13 可知，非常同意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作地點這方面的議題占 15

％，同意的人占 25％，沒意見的人占 53％，不同意的人占 6％，非常不同意的

人占 1％，由上可知，國中生認為應深入瞭解慰安婦工作地點這方面議題者僅

占 4 成，而表示沒意見或不需再深入瞭解慰安婦工作地點者占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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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作地點的議題 

（四）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時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由圖 4-14 顯示，非常同意占 18％，同意的人占 23％，沒意見的人占 51

％，不同意的人占 7％，非常不同意的人占 1％，由上可知，認為應深入瞭解

慰安婦工時這方面議題的國中生約占 4 成，而表示沒意見或不需再深入瞭解慰

安婦工時者約占 6 成。 

      圖 4-14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時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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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薪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圖 4-15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薪的議題 

  由圖 4-15 可知，非常同意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工薪這方面的議題占 20％，

同意的人占 24％，沒意見的人占 46％。由上可知，國中生認為應深入瞭解慰安

婦工薪這方面議題者僅占 44%，而表示沒意見或不需再深入瞭解慰安婦工時者

占 56%。 

（六）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女性權益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由圖 4-16 顯示，非常同意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女性權益這方面的議題占 42

％，同意的人占 27％，沒意見的人占 28％，不同意的人占 2％，非常不同意的

人占 1％，由上可知，約有 7 成的國中生都會想要更深入瞭解有關慰安婦女性

權益這方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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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6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女性權益的議題 

（七）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臺灣倖存慰安婦人數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由 4-17 顯示，非常同意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臺灣倖存慰安婦人數這方面的

議題占 29％，同意的人占 28％，沒意見的人占 36％，不同意的人占 5％，非常

不同意的人占 2％，由此可知，超過半數以上的國中生都會想要更深入瞭解有

關臺灣倖存慰安婦人數這方面的議題。 

  圖 4-17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臺灣倖存慰安婦人數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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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對於「應該更深入瞭解慰安婦伙食這方面議題」的看法 

由圖 4-18 可知，對於瞭解慰安婦伙食這方面的議題沒意見的人占 51％，

不同意的人占 5％，非常不同意的人占 1％，由上可知，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

伙食議題的國中生還不到 5 成。 

 

圖 4-18 國中生想更深入瞭解慰安婦伙食的議題 

（九） 國中生還會想要更深入瞭解慰安婦的哪些議題 

由問卷資料分析可以發現，國中生想要更深入瞭解慰安婦的議題如下： 

1. 慰安婦時空背景相關的議題 

從填答的問卷中可以發現，國中生對於為什麼要去當慰安婦、為何會

成為慰安婦、為何需要慰安婦、從何處開始有慰安婦的、為什麼有這個名

詞的產生、那些女性會成為慰安婦、慰安婦個人的住所、出生背景、穿著

的服裝、日常作息、生活起居、工作方式、工作內容、工作對象(軍階、軍

種……)、工作對他們的傷害、是否有受醫療照顧、慰安婦的差別待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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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層、幾歲開始擔任此職務、退休年齡、慰安婦的反抗行動等都想獲得更

進一步的瞭解。 

2. 慰安婦心理層面相關的議題 

從問卷填答的內容整理，國中生對於慰安婦心理層面相關的議題也想

更深入的瞭解，包括慰安婦當時的身心感受、慰安婦們的內心想法、別人

給予的眼光、現狀、後續的心理治療等相關議題、慰安婦的心裡是否有極

大的陰影？日後所造成之心理和生活上的影響、心裡陰影面積、倖存者如

何面對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曾經從事這種職業的女性，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的處理、退休後的自殺機率等。 

3. 慰安婦人權相關的議題 

國中生想深入瞭解有關慰安婦人權相關的議題，包括人權、女性權

益議題、慰安婦受到尊重嗎？倖存的慰安婦對於舊時女性權益的看法、

當時推行政策者的想法及現今大眾的看法、她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帶來

的影響，受到的影響、做這項工作對他們之後的生活有何影響、倖存慰

安婦精神及物質生活情況/有無針對慰安婦的福利或救助政策等。 

4. 慰安婦獲道歉與賠償相關的議題 

國中生對於慰安婦是否獲道歉與賠償等相關議題亦想深入瞭解，包

括有沒有得到日本軍方（政府）的道歉、日本政府為何不道歉？是否獲

得官方正式道歉與致敬、日本哪時候才會道歉?事後各國態度、處理、事

後補償，及現代孩童是否普遍知曉這件事的起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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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經上述結果與討論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 國中生對於慰安婦基本認知上的差異 

1. 大部分的國中生都曾聽過或看過「慰安婦」一詞，但仍有將近 1 成(8%)

的國中生表示未聽過或看過「慰安婦」一詞；顯然課本中僅簡單介紹

「慰安婦」一詞是不足的。 

2. 國中生第一次聽到或看到「慰安婦」一詞時，僅約 4 成的同學知道慰

安婦是從軍性奴隸，此亦顯示「慰安婦」議題在教學上有其必要性。 

3. 國中生第一次聽到或看到「慰安婦」一詞時，會經由不同的管道來理

解「慰安婦」一詞，因而對「慰安婦」產生有不同的想法。 

4. 國中生多數經由課本及學校老師得知「慰安婦」，顯示「慰安婦」相

關議題在教學上的重要性。 

5. 多數的國中生聽到「慰安婦」的感受是同情、悲傷、嚴肅的，但仍有

少部分國中生表示鄙視、亢奮與開心，顯示確實有少部分國中生對此

議題是輕蔑嘲笑與不尊重的。 

6. 84%的國中生表示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但仍有 16%的國中生表示

不願意瞭解。 

7. 針對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國中生進一步探討其原因，最多人認

為可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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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針對不願意瞭解慰安婦真正意思的國中生進一步探討其原因，最多人

表示對此不感興趣。 

（二） 超過半數以上的國中生認為老師透過口頭講解、影片講解、發放講

義、辦理講座、介紹相關書籍等方式都可以讓學生更瞭解慰安婦相關的議

題。 

（三） 超過半數以上的國中生同意應該更加深入瞭解慰安婦的議題，其中包

括慰安婦的歷史背景、女性權益、臺灣倖存慰安婦人數等。 

二、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發現，仍有少部分的國中生表示不知道何謂「慰安

婦」，也有少部分國中生對於「慰安婦」這個議題是輕蔑、嘲笑不尊重的，因

此建議教師針對此議題在教學上，除了課本外，也可以多利用多媒體影片、補

充講義、辦理講座、介紹相關書籍等方式，讓學生更加瞭解這段史實，改善少

部分同學對此議題不尊重的態度；而有關慰安婦的歷史背景、女性權益、臺灣

倖存慰安婦人數等，也都是國中生想更加深入瞭解的議題。 

除此之外，針對此議題進一步研究方面，則可以比較學生對於此議題教學

前、後的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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