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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儷靜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2016大選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觀察

2016年我國選出女性總統，開啟女性參政的新頁，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有

怎樣的正向意涵，值得討論，而這次大選期間前後發生的某些事件，

如何從性別平等教育做檢視與澄清，也值得進一步分析。

蔡英文不僅是我國第一位女性總統，也是全球第 19位女性元首，會不會帶

動我國行政院和立法院出現女性院長，值得關注。此外，立法委員的性別比例也

是一個觀察指標，女性立委席次有逐屆成長的趨勢：第七屆（2008年選舉）立法

委員 113席中女性立委佔 34席，比例 30%；第八屆（2012）女性立委佔 38席，

比例 33.6%；第九屆（2016）女性立委佔 43席，比例 38%。造成女性席次成長

的原因，部分來自不分區立委的提名機制，2005年修正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全國不分區「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這個制度

設計使得女性透過政黨擔任立法委員的比率提升，並更受各政黨重視。

然而，這個制度不免引發外界「我們應該看能力，而不是看性別」的質疑，

或是「不一定要是生理女性，才能為女性的福利代言」的批判。女性參政的「量

變」可能帶來何種「質變」？這個問題可從在場的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e）和

意見的政治（politics of ideas）來思考。引用菲莉普絲的論點，彭渰雯指出，我

們要求在體制內被代表（represented）的差異，不是只有意見的差異，也應包括

經驗和認同的差異；我們要看到的政治包容，是對不同身分、認同和生命經驗的

包容，因此，男人不能代表女人，漢人不能代表原住民，異性戀者不能代表同性

戀者。除了意見之外，其他各種在社會上有意義的特徵（characteristics），也應納

入「代表」的考量，才有可能建構一個更為公平正義的代議民主。這個主張是代

總編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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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體制內「差異政治」的重要提醒，協助我們理解「差異化的平等」實務意涵，

提供我們追求「在場的代表性」有力基礎（註 1）。舉例來說，第九屆立委當選人

林麗蟬來自柬埔寨，是首位新住民立委，在移工移民權益議題政策擬定上，如何

將其經驗轉化為發聲和著力的關懷，值得觀察。

再者，選舉期間性別歧視的言行時有所聞，諸如「坐四望五，還自稱是姊

姊」、「單身的人做起事來比較絕」、「頭髮比女人長，心理不正常」、「如果軍中每

個都是洪仲丘，臺灣早就變成女人國了」等厭女情結的話語，或是花蓮出現的抹

黑光碟與文宣，刻意剪輯同志大遊行中裸露畫面，將力挺婚姻平權的立委候選人

塑造成鼓吹雜交亂倫的女巫（性別歧視的定義，見註 2）。這些性別歧視、以父

權意識型態為中心的思考與說話邏輯，引發社會廣泛的討論和批判。這個現象顯

示，經過十幾年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努力，社會大眾對此類舉止作為的容忍度已

大大降低，由此可見，性別平等教育是促進多元平等與民主社會的有效元素。

性別平等教育課綱和這次的選戰也有些關聯。選前幾個月，性別平等教育課

綱遭到一波「家長」的反對和質疑，剛開始是在通訊軟體 LINE轉傳的「性開放

將立法」訊息，接著是 12年國教課綱公聽會中有家長建議刪除性別平等教育，

最近是特定宗教背景政黨發起的「護家公投」連署書進入校園所引發的爭議。仔

細觀察這幾起事件，可發現一個共通點：其所傳遞的訊息不僅不實，甚至曲解，

造成大家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恐慌與誤解。首先，我國沒有一個名稱為「性開放」

的立法或草案，在我國現行法律中，與性別平等相關的法律包括《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以及目前有待立法院審議的婚姻平權法案，就是沒

有為性開放而立的法。其次，12年國教總綱明訂：重大議題將以融入的方式，

融合在領域的學習重點或學習表現，性別平等教育為其中之一，包含九個主題，

如「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重」、「性別角色的突破

與性別歧視的消除」等，學習主題依國小、國中、高中階段，撰寫實質內涵，提

供融入領域課綱的原則性方向。至於政黨發起之公投連署書進校園一事，進入校

園宣揚及發放特定政黨、宗教活動，部分行為可能有違《教育基本法》、《私立學

校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部第六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8次會議決

總編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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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學校應遵守教育中立原則，以及相關法律之規定，若有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之情形，權責單位應進行查明處理。這些事件可能造成集體恐慌或激化民眾

對立，阻礙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甚至影響此次選舉，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選舉過後，新的政府即將成立，幾個性別平等教育的建議，邀請大家一起努

力：

第一，追求性別平等，並不只是為了解放受壓迫的婦女，而是希望消弭社會

上所有的不平等，性別平等教育必須更關注與回應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交

織性這個概念提醒我們，性別經驗從來都不是同質的，會因不同地域、階級、族

群、性取向、公民身分而有差異性的構成，隨著思想潮流的演進與社會複雜多變

的現實，我們需要更敏銳察覺社會文化各項差異的交錯作用，才能深刻掌握性別

不平等現象的成因與運作，將追求「差異化的平等」之理念納入性別平等教育。

第二，蔡英文的當選感言中提到：「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這個國家

偉大的地方，就在於每一個人都有做自己的權利」以及「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

的認同道歉」。 我們期盼每位學生都有做自己的權利，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不

會因為他／她們的生理性別、性取向、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而遭受不平等或歧視

的待遇，如何保障這個權利，國家要採積極的作為以促進其實現。

第三，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功能和體質的完善，是趨近上述目標的重

要基礎。在性別平等還沒有成為真正的主流價值之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存

在就是為了促進多元性，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有追求平等的體制參與管道。

多元性 （diversity） 是針對弱勢群體的涵納（inclusiveness），而不是把不同的聲音

全部塞進去，或是拿來包裝性別歧視的言論或行為。希望未來總統「國家將追求

多元平等、性別友善」的允諾，在教育部門具體實踐。♥

註 1：彭渰雯（2007）。〈婦運與政治〉。載於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 （頁
177-198）。臺北：巨流。

註 2：性別歧視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分、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
個人在性別平等的基礎上的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

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引用 CEDAW對歧視的定義）。

總編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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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事櫥窗

■高瑞蓮性別平等教育大事紀

104年 10月
● 10月 1日辦理家庭教育方案撰寫培訓營活動，課程主題為「媒體中的性別議題」 （2小時），參

訓對象為承辦親職教育（包含以原住民族、新移民、身心障礙者、單親等類家庭）及輔導學

校推展家庭教育等業務之承辦人或實際方案撰寫人，共計 80 人參加（男 12人，女 68人）。
● 10月 6日辦理「104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邀請各大專校院性平

會執行秘書及委員代表出席，座談會以專題演講及與講座互動的方式進行，演講專題包括：

性別主流化政策與國際發展趨勢、校園如何落實 CEDAW、談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包括性霸

凌防治）、強化學生情感教育實務分享等，參與人數計 205人。
● 10月 6日召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工作籌備會議，確認訪

視學校計 11校（含高中職校 10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1校），於 11月 11日起實施訪視。
● 10月 13至 14日辦理「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傳承研討會」及「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經驗傳承研討會」，參加人員為縣市教育局（處）業務主管及承辦人與縣市轄屬性平資源

中心學校承辦人 70人（男 25人，女 45人）、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性平會執行秘書計 302 

人（男 84人，女 218人）。研討會主題包括 CEDAW議題、校園性霸凌防治、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運作實務、校園性別事件媒體應對策略、尊重多元性別差異等內容。

● 10月 23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承辦本部「青少年性教育及情感教育倡議案實務訪查研究計

畫」案召開第 5次工作團隊會議，討論確認訪查問卷並規劃辦理施測事宜。
● 10月 26至 28日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計 51人參加

（男 11人，女 40人）。
●截至 10月底，辦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回復填報統計管理系統教育訓練計 17場

次，藉以增進各級學校操作該系統及校園性別事件處理之知能。

104年 11月
● 11月 2至 3日辦理 2梯次「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法令說明會」，第 1梯次計 153

人參加（男 75人，女 78人）；第 2梯次 138人參加（男 68人，女 70人）。
● 11月 3日召開第 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政策規劃組第 8次會議，報告事項包括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等，重要決定包括建請國教署考量運用網路辦理線上

女科學家演講活動、請相關業務單位敘明協助「特殊境遇家庭」相關措施中有關維護懷孕學

生受教權之規定及討論 105年度政策規劃組年度工作計畫。
● 11月 3日、5日、9日、10日、11日、12日分 3區辦理 6場次特殊教育教師性教育及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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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事櫥窗

等教育教材研習，共計 285名特殊教育教師參加（男 56人，女 229人）。
● 11月 4日大專校院統合視導―東吳大學，針對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各項工作進行訪視

與督導。

● 11月 4日召開第 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防治組第 8次會議，報告事項包括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104年 1-10月學校校安通報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統計及 104年 1-10月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核准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教師人

數統計、國教署提列完成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名單（54名）。討論事項包括委託辦理「親

密關係暴力校園防治工作手冊暨培訓計畫、有關衛生福利部召開會議研議「海外替代役男無

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案、有關地方政府核准設立之外僑學校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適用法律疑義案、校園性別事件延遲校安通報情事之裁罰案 4件及 105年度

防治組工作計畫等，並決定提列委員會議報告案 3案，討論案 1案。
● 11月 5日召開第 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社推組第 8次會議，報告事項包括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修正上次會議決議二：「各級學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 條之規定，得聘任家

長代表擔任該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委員，未來宜邀請具性別平等教育意識之家長代表

共同參與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動。爰為增益推動之成效，提升參與委員之性別平等教育意識乙

項，建請納入本部進行相關工作規劃之參考。」）、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討論事項包括本

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104年度第 4次審核名單（受理 8名申請，經審核通過 4名師

資符合指標）、105年度社會推展組工作計畫等案，並決定提列委員會議報告案 1案。
● 11月 6日召開第 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課程教學組第 8次小組會議，報告事項包括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等案，重要決定包括請國教署依第 7次委員會議

決定，於會後半年內（105年 3月 16日前）確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中央與地方課程與教學

輔導諮詢團隊之組織及運作模式等相關內涵、建請學務特教司要求「青少年性教育及情感教

育倡議案實務訪查研究計畫」之承辦學校，於成果報告中提供「性教育」及「情感教育」之

定義與以往辦理情形及未來建議作法等資料，俾作為各業務單位執行相關業務之參考、討論

105 年度課程教學組工作計畫，並決議提報委員會議報告案 2案。
● 11月 12至 13日及 11月 19至 20日辦理 104年「行為人輔導處遇議題研討會」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場次（114人參加）及大專校院場次（89人參加）。
● 11 月 13 日下午召開「研商『建立教材選用通案性規則』專案會議」，與會人員包括本部第 6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業務單位。

● 11月 16日至 18日辦理 104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計

畫，計 46人參加（男 10人，女 36人）。
● 11月 17日至 18日辦理「大專校院推動情感教育課程教學及活動觀摩研習」，計大專校院教

師 150人參加。
● 11月 28日召開第 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8次小組召集人聯席會議，除報告會議決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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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辦理情形、104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及報告各分組會議紀錄外，確認提委員會議報告案

共 7案、討論案 3案。
●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辦理 2梯次「學校處理學生發生《刑法》227事件暨未成年懷孕處理

與輔導研習會」，參加對象為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之導師，第 1梯次計 147 人參加（男 41 

人，女 106 人）；第 2梯次 106 人參加（男 41人，女 65人）。
●至 11月 30日止，補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 12校計已辦理 14場次含有性別平等教育、人權

法治等議題之研習，並請學校將性霸凌防治納入課程併同宣導，共計參與之輔導人員、教師

或行政人員約 690人次。

104年 12月
● 12月 5日至 7日辦理 104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中南區進階

培訓計畫」，計 13人報名參加（男 5人，女 8人）。
● 12月 8日召開 104年度獎助性別平等教育碩博士論文複審會議，計審定補助 4件碩士論文

及 1件期刊論文（104年計受理博士論文 1件、碩士論文 16件及期刊論文 3件）。 
● 12月 8日委託辦理「校園中非屬教師法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列管之不適任人員之適用法規」

研議計畫案報送成果報告。

● 12月 10日辦理「104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處遇輔導研習」，參加人員為本部主管高級中

等學校輔導教師計 100人參加。
● 12月 16日召開第 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8次委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包括（摘錄）：

於審核補助師資培育大學開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性別平等教育增能學分班時，

應確認其課程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及精神、通過 105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計畫、請國教署參考各委員所提之相關意見並依上次委員會議決議，於 105年 3月 16日前

確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中央與地方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團隊之組織與運作模式等相關內涵、

通過 104年度國教署培訓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名單計 54名、通過延遲通報裁罰案 3

件、通過「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104年度第 4次審核名單（4名）、有關「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輔助教材選用原則（草案）」內容（依「研商『建立教材選用通案性規則』專案會議」

決議所研擬），經討論後表決通過撤案、有關地方政府核准設立之外僑學校發生「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適用法律疑義案，請業管單位召開會議針對外僑學校教職員工

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卻無法適用教師法等規定以防堵不適任教師乙節進行研

處。臨時動議討論有關家長及基層教師反映，學校透過晨會或於學生回家作業，夾帶具有特

定宗教背景之政黨等發起之連署書，引起許多家長和教師的質疑與恐慌之處理案，決議為請

秘書單位發函各大專校院、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重申，各級學校應遵行《教育基本

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有關本案所述事件業已見諸媒體之學校個案，若有

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情形，請權責單位後續進行查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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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通過實施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1條（2011年修訂

條次）規定「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教育部再

訂定〈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流程〉、

〈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注意事項〉等配套，提供各級學校處理學生懷孕

工作的依據與參考。

超過十年下來，無論是法令宣導或實務工作，均遭遇了不少困境與疑

惑，其中一部分促成了法規的修訂，譬如〈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

點〉於 104年 8月修改為〈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以便更

符合實務工作的需求，而更多相關的思考與對話，則成為這一期季刊的主

題。

在這個主題中，我們規劃了兩個目標：一是，從大學到小學階段，蒐

集並檢視學校處理學生懷孕的各種實務經驗，希望深入了解校園在面臨懷

孕學生的時候，是如何協助處理的？制式的法令、規定與流程是否能因應

不同階段學生的需求？另外，在學青少年（非預期）懷孕事件的處理，除

了教育，還涉及醫療、法律、社福等相關專業，這些不同面向又能提供什

麼樣的見解與建議？

首先，在大學擔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專員的許純昌在〈大學維護、

專題引言

學生懷孕事件面面觀
■莊淑靜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理事長

■蘇芊玲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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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協助學生懷孕受教權之經驗與省思〉一文中提出這樣的問題：懷孕

的大學生，如果向學校求助，要不要通知家長？由於大學生有些已經成

年，相較於學生仍處於未成年，皆需告知家長／監護人陪同處理懷孕事件

的中小學校園，在這個部分，大學顯得有點「尷尬」，也凸顯了〈學生懷孕

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中對於成年與未成年學生的處理，在實際執

行層面上既未能完全符合懷孕學生的期待與需求，也無法使大學有依法行

政的安心與保障，反倒陷於「成年／未成年」、「積極友善／依法行政」的

進退失據與無所適從之中。如何尊重大學生已經成年的身分，又體認「家

長」對於還是學生身分孩子的想法，是大學校園處理此一事件較難拿捏之

處。

任教於高中的李佩珊老師認為，在現今的校園裡，因為《性別平等教

育法》及相關法規的規範，已經提供相當完備的學生懷孕事件處理流程，

對於通報、請假和成績的彈性處理方式，也有清晰的規定。既然制度層面

已有周延、人性化的作法，剩下的就是觀念層面的溝通與理解了。她集結

了幾個高中懷孕學生的案例，在這篇〈一個未成年懷孕青少女案例的我思

我想〉中點出幾個關鍵議題：學生為何直到懷孕五個月才讓師長知悉？如

何組成青少女懷孕事件的學校輔導團隊？究竟該不該跟同學說「我懷孕

了」呢？等等。

賴宜均老師在〈老師，我懷孕了！―陪伴懷孕學生之策略與經驗分

享〉中，談她在高職校園如何協助懷孕學生想要繼續升學、順利畢業的經

驗，也在過程中進行反省與對話：校園是否有能力承接懷孕學生想留校的

決定？身為教師，要怎麼陪伴面對「可預期」的種種困難？譬如校園中的

閒言閒語、因懷孕而造成的各種需求？甚至更多「不可預期」的困難？身

為教育工作者，賴老師很確定，懷孕不僅是當事者個人，也是教師和其他

同學關於生命教育課題的重要學習。回顧那半年的時間，老師多了陪伴者

角色，而校園多了彈性與溫暖，校園中的其他學生，從同學懷孕的身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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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堅毅，校園中的所有老師，也從這件事感受到學校可以是溫暖友善的。

而這就是生命，這就是教育。

在個案工作中，「案主自決」是重要的原則，但是面對未成年、特別

是非預期懷孕的學生，是否能夠真的完全尊重並支持她的決定？郭明惠老

師在〈我想把孩子生下來，可以嗎？〉一文中，從懷孕國中生的個案服務

中，因看到帶著特定立場的社工員而深刻反省：

對我而言，生命是什麼？⋯⋯不斷聽到，未成年人在經濟上、心智成

熟度上都還沒有準備好要教育、養育小孩。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我

們之間真的有誰，是「都準備好了」才面對懷孕議題並且決定生產的

嗎？面對青少年非預期懷孕，我們的標準為何不一樣呢？

臺灣歷年公布的生育統計，依生母年齡區分，最低只到 15歲（15-19

歲層級）。在實務工作上，國中小學階段的學生懷孕個案雖然較少，卻更為

棘手。王淑芬、郭詩萍在〈兒童懷孕議題初探〉以勵馨基金會曾處理過的

兩個案例，剖析國小階段學生面臨懷孕事件所涉及的法令、家庭和教育的

實務工作經驗，並指出性教育的重要性，但臺灣長期以來性教育卻明顯不

足，更忽略了性教育中隱含的性別權力不對等，使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往往

屈於弱勢，對身體自主權的掌握度不足，造成未成年懷孕防治宣導工作成

效不彰。

校園處理學生懷孕事件時，有時因為缺乏經驗，或對法規了解不夠清

楚，而陷入困境。張其清老師曾經跨校協助其他校園，他在〈協助懷孕學

生的教育學習歷程〉中指出，學生發生非預期懷孕事件應以當事人為中

心，懷孕事件的發生是學生個人應學習負責任的開始，所以在教育上應先

協助她／他統整個人對於懷孕事件的看法和關注，接著啟動處理流程，規

劃工作小組成員，召開會議，依據相關辦法及輔導因應措施，透過校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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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合作與協助，讓經驗可以累積，教師和學校也能更快掌握工作核心與

重點。這個工作經驗也讓我們看到，跨校的互助與交流，能夠提供懷孕學

生當事人與家庭，甚至學校更多的幫助與資源。

在學生懷孕事件中，有些國家已經意識到小爸爸的需求，因而成立了

支持團體、個案服務等工作，但在臺灣，大家的目光通常還是聚焦在懷孕

女學生身上，往往忽略了另一方當事人。雖然〈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

導協助注意事項〉在服務對象有清楚界定：學校在工作時應該提供懷孕學

生家庭諮詢及支持，並視需要提供另一方當事人與其家長諮詢及協助，但

是臺灣目前對未成年小爸爸的需求仍然較少觸及。在〈蛻變的男孩―小

爸爸的父職角色〉一文中，曹宜蓁以兩個個案故事讓我們看到小爸爸的困

境與心聲。為了擔負起照顧孩子與家庭的責任，這些小爸爸必須工作負擔

家計，以支撐女友／太太照顧孩子，不只常常睡眠不足，時時為下一餐愁

煩，且要面臨社會、親友的質疑甚至責難，加上父權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

象，他們的心路歷程也較難有傾訴的出口。當人們責備懷孕事件中的小爸

爸頻頻「落跑」時，是否也能寬容、理解小爸爸們的「父職實踐」處境？

其中多重的困境與艱辛狀態也值得關注與協助。

在醫院擔任「幸福九號」門診多年的林靜儀醫師，感嘆臺灣性教育沒

有教會青少年少女「正式的、負責任地去學習什麼是安全的性」，現行法規

與政策對於年齡與成年的認定差異，造成醫師在實務工作上不小的困擾。

林醫師建議我們在討論青少女非預期懷孕的議題時，應該先脫離青少女都

是缺乏行為能力者的想像，先釐清她們需要的資源，而且在協助個案的過

程中，也要「避免剝奪其自主權、避免弱化青少女，不要讓青少女在經歷

非預期懷孕之後，更加缺乏自信，更陷入弱勢處遇」。林醫師並提醒家長

們，從孩子小時候，就應該提供獨立自主的教育方向，擺脫傳統的「兩

性」親密關係中「男生佔便宜、女生吃虧」的觀點，而是要協助女孩建立

自我肯定和自我價值感，對於未來有明確的生涯規劃，而不是長大之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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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丈夫或男友）決定婚育計畫，或她們的人生。

近幾年，臺灣青少女的生育率逐步降至千分之四，是歷來最低，但第

一線的教育、社福、醫療工作者的工作量卻不減反增，官方雖沒有進行未

成年人中止懷孕的統計，但是根據第一線工作者的經驗，青少年性行為、

非預期懷孕、中止懷孕等事件並未曾下降，其中的落差與「看不見」不容

忽視。

透過法令的精進，第一線的教育、社福、醫療工作者正在努力投入，

把照顧懷孕學生與相關當事人的工作做好，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而更長

遠的目標，則是透過性教育、生命教育和性別平等教育，把非預期懷孕的

個案數降到最少。但在實務工作中，透露出整體社會對於青少年的性行

為、情慾仍懷抱恐懼與負面態度，對於懷孕青少女與小爸爸的污名化，對

於未成年者擔負親職的否定與質疑，仍都十分明顯、普遍。這些帶著特定

價值判斷的觀念，讓未成年懷孕的輔導與個案處理工作更形艱鉅，更別提

若再加上學校層級、規模，以及城鄉、階級、族群等因素，懷孕學生的議

題，可以呈現出的多重複雜面向，對教育人員的挑戰會有多大。

十年下來，我們看見越來越多第一線工作者在處理學生懷孕工作上的

用心與同理，但我們也看見，處理學生非預期懷孕工作是如何耗費人力、

物力與醫療等相關資源，有時還可能對青少年的身心造成無謂壓力甚至傷

害。透過這樣的檢視，我們希望下一個十年，可以因為性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與情感教育的更加落實，讓青少年更能培養自己身體的自主觀念，掌

握充分的自我保護與尊重他人的知能，加強對安全性行為的學習，有能力

避免非預期的懷孕，讓法令備而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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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部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1條規定，指導學校積極維護懷孕

學生（註 1）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於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5日

以臺教學（三）字第 1040093973B號令發布修正原〈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

要點〉 （註 2），名稱並修正為〈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以下簡稱

要點）；該要點所稱學生，包括一般學生及懷孕、曾懷孕（墮胎、流產或出養）

與育有子女之學生。在處理程序部分，發現未成年學生懷孕時，學校應即成立

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指派學生輔導專責單位設立單一窗口；成年

學生或已婚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需求者，得向學校申請協助，學校應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摘自要點第 2、3條）。上述引自要點中看似十分明確可循的法律規

定，大學在「遵照指示辦理」的實際過程當中卻經常遭逢困惑與窒礙，相較於

行之有年，函釋、資源及處理程序都較為嫻熟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許多大學所設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可能從未主動

處理過學生懷孕事件，更遑論召開「學生懷孕事件處理小組」據以維護、輔導

與協助學生懷孕受教權。本文企圖從實際的處理經驗中提出一些困境與省思，

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出的這些實務工作上的困難，並不是要以此為藉口否認

大學維護、輔導與協助
學生懷孕受教權之經驗與省思
■許純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專任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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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推卸大學維護、輔導與協助學生懷孕受教權的義務及責任，而是期待透過拋

磚引玉或是集思廣益的過程，使行政協助更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以實際幫助

有需要的學生受惠，進而落實要點訂定的初衷及美意，例如筆者在行政協助過

程中所遭逢的種種質疑與責難，反而更讓我深刻體會到學生在尋求協助過程中

的孤立無援及求助無門，這種設身處地的感同身受，也更茁長滋養了我在協助

懷孕學生時的性別敏感度以及性別平等意識。

介於成年／未成年、積極友善／依法行政的進退失據

相較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學生幾乎均屬未成年，因此得知未成年學

生「好孕臨門」時，遵循要點所示便大致可以掌握協助未成年學生的程序及

方式，惟大學學生的年紀正好介於「成年」與「未成年」的尷尬階段（註 3） 

（通常是在 18歲以上，且大學因包含碩、博士班及進修學制，因此所謂「學

生」的年齡更加多元多樣）；而成年與否對於大學的行政程序而言，有兩個

極為重要的差別：一、是否有告知家長的義務；二、是否應依要點第二條主

動成立「工作小組」商議相關協助措施（倘學生成年或已婚，則視其是否有

相關需求以及是否向學校申請協助），而這兩個學校在處理方式上的差別，

其實也影響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的認知及期待，例如有些家長可能會認為學

生無論是否年滿 20歲，學校只要得知學生懷孕，均應通知家長，以利家長

進行即時的因應及關懷；但年滿 20歲的學生可能基於種種考量及個人自主

權，並不希望也不認為學校有告知家長的必要，因此學校在行政協助上可能

還包含擔任學生及家長的居中協調角色，以透過更細緻體貼的溝通謀求彼此

共同協助學生度過孕程及哺育子女的可能。

另外一個差別，係成年或已婚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需求者，得向學校申

請協助，學校應即成立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指派學生輔導專責

單位設立單一窗口。這裡有一個成年或已婚學生需「申請協助」的規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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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讓人不免聯想到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需透過「申請調

查或檢舉」方啟動後續調查程序的規定，惟成年或已婚學生「申請協助」是

否需要填具申請表單？或是口頭知會其有協助之需求即可？學校如主張成年

或已婚學生未「申請協助」，是以未主動成立「工作小組」商議相關協助作

為，似有不近人情且不夠積極主動友善懷孕學生之嫌；倘大學基於「積極維

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之義務及責任，只要得知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需求，

便立即依要點所示「應即成立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指派學生輔

導專責單位設立單一窗口」，亦會面臨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學生因懷孕而衍

生的「相關需求」何其包羅萬象多元紛呈，但「相關需求」總有輕重緩急之

分及公領域／私領域之別，無論何種「相關需求」都應立即成立工作小組

且由大學校長擔任召集人嗎？且即便是旁人看來較「輕」且偏向「私領域」

的，因懷孕所衍生的相關需求也有可能看出並反映學校整體制度設計的大問

題，例如育有子女的學生被館員要求不得帶嬰幼兒進入學校圖書館找資料，

表面上看起來是育有子女的學生帶小孩離開或是找人幫忙看小孩就可以解決

的「小問題」，但此性別不友善的規定實則影響及剝奪了懷孕或育兒的教職

員使用圖書館的權益（莊淑靜、游美惠，2009），因此各大學是否需要在自

校相關辦法中訂定「相關需求」的範疇及先期審核機制，以審慎評估並使用

行政資源？

由此觀之，要點中對於成年與未成年學生處理方式的差異，以及「相關

需求」的模糊定義，反映了教育部其實敏察到不同年齡及處於不同生命階段

的「學生」所需要的協助多所差異，且要點內容又需使全國各級學校一體適

用，因此企圖留給大學一些處理上的彈性（例如「成年或已婚學生」得「申

請協助」與否），但這些彈性在實際執行層面上既未必能完全符應懷孕學生

的期待與需求，也未必能使大學有依法行政的安心與保障，卻反倒形成一種

介於成年／未成年、積極友善／依法行政的進退失據與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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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政協助」遇上「學術自主」

在本校某一次維護、輔導與協助學生懷孕受教權的處理經驗之中，本校

性平會之所以知悉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需求，係因該位學分班學生，因懷孕

需長期臥床而請假之故，自行與授課教師商議成績評定方式未果而破局，因

此主動赴性平會求助，希望透過校方的機制與授課教師進行協商。本校除立

即依法組成「學生懷孕事件處理小組」討論相關協助事宜，並檢附要點及相

關規定向教師說明，並再次於導師會議、行政人員會議中多次公告及宣導周

知，俾使全校教職員了解知悉。惟要點第六條中所示「學校應主動依學籍及

成績考查或評量等相關規定，採取彈性措施，協助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完成

學業」之規定，教育部雖早於 94年便已分別函請各大專校院落實《性別平

等教育法》立法精神，各大專校院應依法於學生之請假規則中明訂產假申請

之相關規定，並於學則或相關教務規章修訂學生請假之相關學分修習、成績

考核之彈性處理規定，以利協助大學以上學生之懷孕、哺育幼兒之需求，協

助該等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惟因教師對學生成績之評定享有其專業自主權，

倘學生因懷孕需長期臥床而長期請假，縱使學則中對於懷孕學生請假之成績

考核有其彈性處理規定（註 4），惟授課教師倘若基於學術上的專業堅持，

無法接受學生以補交報告等彈性方式取代課程參與或駐地實習等必須親身參

與的課程規定，從行政協助的角度，其實很難要求授課教師在成績評量上給

予學生及格或寬待，僅能向授課教師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最終在本校學生

懷孕事件處理小組的多所努力之下，為該位學分班的懷孕學生爭取至大學部

補修學分的轉圜空間與機會。而從上開處理經驗，亦可略窺行政單位及授課

教師對於要點期待透過行政協助彈性調整學生成績評量的困擾與兩難。

綜上，相較於同為 94年所頒布施行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可能還需要更多實際執行

經驗的積累與修訂，方能更為貼近懷孕學生的需求，並具體面對及回應執行

面的困頓與窒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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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文所指「學生」，包含「一般學生及懷孕、曾懷孕（墮胎、流產或出養）與育有子女
之學生」 （引自〈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第二點）。

註 2：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4年 7月 28日以臺訓（三）字第 0940088864C號令頒〈學生懷孕
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

註 3：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者如下︰一、依《民法》規定，
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行政程序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款）；是以對大學的行政程
序而言，「成年」的門檻為《民法》所規定的 20歲而非《刑法》所規定的 18歲。

註 4：如以本校學則第 35條為例（103年 6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3年 7月 24日臺教
高（二）字第 1030106738 號函備查）：一學期中某一科目缺席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五
分之一者，扣該科目學期成績百分之五。缺席時數逾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該

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 計算。但因懷孕、生產引發之事（病）假、產假缺課者，不在此限。
惟類似這樣的「彈性措施」，並不一定保證因懷孕而需長期臥床的學生必能順利及格取得

學分。

參考文獻

● 莊淑靜、游美惠（2009）。〈圖書館也應該可以推動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4：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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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

阿玲告訴導師王老師自己懷孕的時候，已經有五個多月的身孕了。年輕孩

子的身體真是神奇，看起來只像是微微發福，完全沒有明顯隆起的肚子。阿玲

怯怯地問：「老師，可以不要跟爸媽說嗎？」邊說邊哭泣。她說，當發現生理

期連續兩個月沒有來，驗孕結果是兩條紅線時，她曾拚命用冰冷的水沖肚子，

甚至用力上下跳躍直到感覺肚子緊緊硬硬地，希望就此可以自然流產。每天睡

覺前都希望這只是惡夢一場，醒來便可以海闊天空。試了兩個多月還是沒有辦

法時，才鼓起勇氣跟王老師說。

王老師自己是三十出頭的年輕母親，第二個孩子才一歲多，有時候會在課

堂上跟學生們分享育兒感想。阿玲懷孕的消息讓王老師很吃驚，因為阿玲出席

正常、學業表現中上，看不出來有談戀愛或特別的跡象。而且，阿玲這五個月

來連害喜的狀況也沒有，最多只有嗜睡的情形，印象中她曾說過自己感冒頭

暈，去過保健室休息幾次。

阿玲說，腹中孩子的父親是交友軟體認識的網友，鄰近大學的學生。阿玲

一直以為兩人是戀愛進行式，但自從告知懷孕消息之後，對方便以要準備考證

照為由避不見面。阿玲心知肚明，其實這個虛擬戀愛才是惡夢的源頭，當時半

推半就的幾次不安全性行為，已經造成不可逆的結果。

■李佩珊 高雄市左營高中輔導主任

一個未成年懷孕青少女案例的我思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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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陪著阿玲向輔導老師告知此事，通知了阿玲的家長，並且依法進行

通報之後，當天下午社工師就來了。輔導老師說社工師可以提供關於待產生

育、甚至出養及法律事務的諮詢，大家都會盡力陪伴她處理接下來的事情。爸

媽知道阿玲懷孕時，既憤怒又失望；他們哭了，阿玲也瑟縮害怕地哭泣，她覺

得自己很糟糕，讓大家都很失望。輔導老師和社工師花了很多時間開導阿玲的

父母，分析了阿玲接下來還要面對好幾個月的孕程、生產、養育的抉擇及網友

的性侵害公訴罪出庭作證等等，壓力非常龐大，此時親情的支持最是重要。此

外，大家討論之後，決定不要讓班上同學知道此事，減少阿玲面對同儕和輿論

的壓力；在請假與成績的部分，學校都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1條規定

辦理，規劃有彈性處理的措施。

好好地討論和處理之後，一切似乎變得容易許多。王老師跟阿玲分享了自

己懷孕經驗與生產點滴，連生產住院用的媽媽包及坐月子要準備的東西都幫忙

準備好了，讓阿玲對於接下來自己要面對的情況有心理準備。父母盡力讓她有

營養均衡的飲食和照顧，家人和她決定寶寶出生之後要出養，社工已經著手聯

繫相關事宜，一切都有了明確的方向。因為跟學校請病假的關係，同學們不斷

在臉書和 LINE上面表達關心，她覺得有點悶也有點愧疚。跟輔導老師討論之

後，阿玲抱著忐忑心情跟兩位好友講了真實的請假理由，好友們相約利用假日

來探訪，三個女孩抱頭痛哭，也約定好要謹守祕密。

有一次，她問輔導老師自己是不是學校第一個懷孕的女孩，輔導老師笑著

說：「這是祕密！」她 google了國內外其他女孩的懷孕心事給阿玲看，有個女

孩懷孕後讓全班與全校都知道，學校透過入班宣導懷孕常識並幫助同學做好準

備，而那個女孩上學到臨盆為止。「她好有勇氣喔！」阿玲說。輔導老師看著

她說：「我覺得她不僅有勇氣，也讓周圍的人學習很多。但是，我想每個人都

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妳的選擇也很有勇氣。每位要成為父母的人都有一些考

驗，只是⋯⋯妳的考驗來得有點早，可能也會比較辛苦些。」

她形容自己在家待產的日子是在「面壁思過」，準備迎接這個小生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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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很是複雜，雖然老師和社工的陪伴讓她對自己懷孕的身體比較自在，但是偶

爾還是要閃躲來家裡拜訪的親戚，而且也不敢大白天出門，怕左鄰右舍看到了

會閒言閒語。最後幾週，乾脆就安排到外縣市待產，省得一切麻煩。出發待

產前，王老師拿了幾本金庸武俠小說給阿玲：「前幾天我整理書櫃看到這幾本

書，突然想起來，我最喜歡的女主角黃蓉跟妳一樣年紀就懷孕當媽媽了耶！看

來，同一件事放到不同時代裡，會有不同的理解和遭遇。怕妳會無聊，有空可

以看看解悶。」阿玲笑著跟王老師說：「老師，我們現在流行輕小說啦！也許我

可以找時間來寫一個少女懷孕的輕小說，搞不好會成為暢銷書呢！」

解析與討論

在撰寫未成年懷孕的案例故事時，我決定要寫一個比較溫暖有希望的版

本。這則故事版本綜合我多年來在不同機構協助或諮詢過的許許多多個案故

事，撰寫時腦海中浮現許多面孔與畫面。尤其在專法還沒有通過時，孩子們的

受教權較未受保障，當年個案的拉扯與掙扎，回想起來格外感觸良多。我期望

讓父母、老師或孩子看到這則案例故事時，了解到即使是未成年的女孩懷孕

了，還是可以有明天、有未來、有希望。而不是走傳統的責備、消極或對戰模

式。

在現今的校園裡，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的規範，已有很完

備的學生懷孕事件處理流程，也對於通報、請假和成績的彈性處理方式有清晰

的規定。既然制度層面已有很人性化的作法，剩下的就是觀念層面的理解與諒

解了。以阿玲的故事為例，我們試著從不同面向思考青少女懷孕這件事：

Q：孩子為何到懷孕五個月才讓師長知悉？

A：答案很簡單，因為孩子害怕讓師長知悉的後果，所以盡量拖延或是閃躲。

試著用孩子的角度想像看看，讓父母（主要照顧者）知道自己懷孕了會有

怎樣的後果？有次，我曾經在課堂上讓學生模擬了這個想像，請他們表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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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女友懷孕時的反應及行動，學生們最大的痛苦與難題，果真是面對家長

的責備和失望。青少年沒有獨立自主的資源，無論居所或物質皆需仰賴成人

照顧，所以當他們面對懷孕議題時，無論心理或生理皆承受多重壓力。許多

青少女因此走上尋找密醫墮胎或是透過網路等非法管道購買 RU486之途，

付出寶貴的健康或生命作為代價。假如，我們能多加宣導學校或社會上的輔

導資源，讓孩子們知道可以不用孤單面對，或許可以提早知悉孩子的懷孕狀

況，甚至能在孩子決定要不要發生性行為時便有諮詢討論的對象。另外，當

社會充斥對於性議題的保守態度，忽略青少年性成熟的事實，代價便是促使

孩子私下透過網路或同儕進行探索，無法有效降低青少女懷孕事件的發生。

Q：如何組成青少女懷孕事件的學校輔導團隊？

A：在本案例中，共有導師、輔導老師、社工師和父母等角色：導師是協調者

與支持者，輔導老師提供懷孕議題的心理輔導支持，社工師提供法律及出養

資訊。另外，也不能忽視學務人員要負責請假事宜，還有教務人員要負責成

績考查的調整。有時候，還會邀請學校護理師、安置或出養機構的社工參與

輔導團隊，扮演諮詢或支援角色。未成年懷孕少女及其法定監護人需要決定

要中止懷孕、留養、寄養或出養，相關社工人員會提供少女及家長完整的資

訊，了解選擇留養、寄養或出養的相關法規及流程。

本案例故事中的阿玲和家人決定要將孩子出養，因此社工需告知法院裁定

出養後，原生父母便喪失行使親權的權力，少女和家人要先商議期待收養的家

庭狀況（例如可否探視），可與收養家庭討論協商對孩子的探視安排，或研議

成年後要不要告知等。現在都有專人針對收養家庭進行評估以保障孩子的最佳

利益，收出養機構會完整保存被收養人的身世資料以協助孩子日後尋親。出養

安排的重點在，希望能讓孩子在適合的家庭中成長，青少女輔導的重點則在減

輕其內疚及罪惡感的情緒，學習適切的情感教育與性教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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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常會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個案會議的方式（參考《學生輔導法施行

細則》第 7條規定），聯繫並協調校內外相關人員的角色與責任，形成對於青

少女及其家庭的整體介入策略。在這個過程中，讓青少女及其家人知悉接下來

可能遭遇到的內心與外在的歷程，了解可運用的人力與資源，準備好面對各方

壓力，可有效降低其焦慮或憂鬱情緒，儘早因應調適並逐步回到學習的軌道。

雖然，各校的資源和人力不一，但主責個案管理人員需要具備系統分工與整合

之概念，並叮囑相關人員留意保密原則，以學生的福祉及權益為優先評估要項。

Q：究竟該不該跟同學說「我懷孕了」呢？

A：在本案例中，阿玲一開始不想告訴同學自己懷孕了，但最後還是讓兩位好友

知道情況，得到友情支持，分擔壓力情緒。在保守與傳統的社會文化裡，未

成年青少女懷孕充滿了「污名」和負面評價，早年還有因此（主動或被迫）

休學、轉學的情況，以免留下「不好」的紀錄。現在，我們看到較多懷孕青

少女會主動說出自己懷孕的情況，大部分是在社群網站留言或是在奇摩知識

＋等網站貼文尋求建議和協助，少數會持續就學至請產假為止，身邊的同學

也因此貼近了同伴的懷孕經驗。整體來說，我們會建議青少女與家屬共同評

估各種選項，包括是否中止懷孕、是否要與對象完成結婚登記、是否出養新

生兒等等。社工或輔導人員應蒐集學術研究或案例經驗，提供諮詢建議。此

外，我們不能忽略同儕人際關係對青少年的重要性，應陪伴其思考同儕評

價、想法或支持的狀況，作為告知同學或請假與否的參考依據。

也許，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可以更直接坦率地跟孩子討論性教育，讓懷孕

是個人的主動選擇，而非缺乏避孕概念的被動結果。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學

校的軟硬體設備會更加友善，會有更完善的哺乳或托育措施，讓決定育兒的青

少女們做個有尊嚴有資源的母親。♥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74｜ 25

老師，我懷孕了！─陪伴懷孕學生之策略與經驗分享

那
個冬天很冷，鋒面一個接著一個，氣溫冷到讓人有點絕望。我縮在辦公室的

座位上寫著個案記錄。忽然輔導室的電話響起，看到來電顯示是教官室分

機，身為輔導老師，習慣性地調整呼吸然後接起話筒，準備與教官討論學生議題。

我還記得那通電話裡教官的語氣有點急切，希望輔導老師可以立刻與學生晤談。

不到五分鐘，教官陪著哭泣的學生出現在輔導室，她懷孕了，完全手足無措。她

穿著冬季制服，完全遮掩住微凸的小腹，昨天才知道自己懷孕將近四個月了，而

關於接下來要面對的，她無法想像也不敢想像。

這個場景，對多數輔導老師來說並不陌生，根據內政部近幾年（100年至

103年）的統計，每年 15至 19歲的青少女，產下的嬰兒約為 3000名，在校園

中我們或多或少皆有機會接觸懷孕學生，然而，面對這些年輕媽媽，老師究竟

可以提供哪些協助？在法規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14-1 條「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而所謂

必要之協助，乃是指施行細則中提到的「包含善用校內外資源，提供懷孕或生

產學生之適性教育，並採彈性措施，協助其完成學業及提供相關輔導」。可見，

維護懷孕學生的受教權，協助其適性教育，是學校輔導懷孕學生最重要的目

標。然而，許多選擇生產的女學生，往往在各種權衡下決定（或被迫）放棄學

老師，我懷孕了！
陪伴懷孕學生之策略與經驗分享
■賴宜均 國立臺中高工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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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且多數再也沒有回到校園。

那位驚慌失措的學生也是如此以為。她在諮商室裡哭著問我的第一句話就

是：「我不想拿掉孩子。老師，我是不是要休學？我是不是不能讀大學了？」我

親愛的女孩，新生命是個大意外，妳想珍惜，但，我們也珍惜妳的美好人生

啊！這不該是二擇一的單選題。一個禮拜後，女學生在諮商室裡告訴我，她要

生下孩子，她要畢業，她要繼續升學，用一種身為母親的堅定語氣。是的，她

可以這樣決定，但校園是否有能力承接下她的這個決定？身為教師，要怎麼陪

著她面對「可預期」的那些困難？像是校園中的閒言閒語、因懷孕生理而造成

的各種需求，而且我們心裡更明白，還有更多「不可預期」的種種困難在後方

等著。然而，因為有幸陪這個學生與寶寶走這麼一遭，我試圖整理陪伴懷孕高

中學生的經驗，讓懷孕高中生的生涯選擇有一些新的選項。

首先，懷孕的學生可以如何被辨識出來？不可否認，許多學生選擇用自己

的方式解決懷孕這個大麻煩，願意主動向老師求助的學生不多，尤其遇到懷孕

這種難以啟齒的大煩惱，更是難以求援，但是有一些小線索可以幫助老師們辨

識出這群正在呼救的孩子。許多懷孕的孩子會刻意穿著寬鬆的衣物遮掩小腹，

即便夏天還是穿著外套。或是詢問老師與同儕一些關於懷孕生理的問題，如月

經好幾個月沒來會怎樣？要怎麼驗孕？驗孕棒準嗎？怎麼確定一個人是否懷

孕？如果您的學生向您提出以上這些類似的問題，請記得心底警鈴大作，小心

求證，以確保自己能夠評估正確並提供適切的訊息與協助。

萬一，學生向您反映自己疑似懷孕，請您務必提醒她以下幾個部分。首

先，老師會陪伴她一起處理面對，懷孕的確是一個棘手的議題，但是絕對是可

以處理與因應的，學校也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提供；第二，懷孕事件需要家長的

幫忙，老師得通知家長一起來想辦法，但可以和學生討論如何告知父母，包括

先通知誰、告知時機與方式等。最後還得提醒學生，不管是不是有中止懷孕的

考量，懷孕是一個醫療的議題，一定要向合格婦產科醫師諮詢了解。

懷孕事件是需要整個學校跨處室討論與分工協助的學生議題，老師不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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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學生為其保密。關於通報與轉介，老師得先通知學務處完成校安通報。此學

生懷孕事件若為年滿 16歲之學生間發生合意性行為，則無需進行社政通報。

關於通報與否及通報的細節，建議需與輔導室及學務處詳細討論，以確認適切

的資源可以被引入。輔導轉介的部分，應立即轉介輔導室，由輔導教師接手後

續的輔導事宜，校內需評估針對此學生狀況是否需要召開個案會議或成立跨處

室處理小組。

而身為導師的人，可以為懷孕的學生做些什麼呢？導師是學生在校園中最

親近的師長，其陪伴與協助對學生來說是最重要的支持。請記得與輔導老師及

教官一起討論接下來的輔導分工。學生在懷孕初期可能會掙扎是否中止懷孕，

應尊重學生價值觀，宜多陪伴，讓其與父母慎重討論以做決定。此外，建議

老師可以參考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注意事項〉及〈學生懷

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以便對於事件處理機制與流程有更清楚的了

解。導師可以提供的協助包括陪伴學生、與學生討論她的擔心與害怕，但記得

不要輕易直接給意見或是幫忙做決定。此外，可進一步了解學生需求，並於學

校跨處室處理會議中提出。亦可提供相關社區資源，如勵馨基金會未成年懷孕

求助站、青少年親善醫師門診等訊息供學生參考。針對家長的部分，可以提供

家長諮詢服務，或陪同家長與輔導老師討論後續處理。輔導室亦可評估該家長

是否有家庭教育諮商的需求，進一步轉介提供相關資源。

若班上的孩子，決定於在校期間懷孕生產，導師需協助建構較友善之校園

與班級氛圍。以下是筆者學校嘗試過的協助策略：

一、選擇適切的方式告知班級同儕，說明學校處理立場。當學生已經決定生下

孩子，她接下來得帶著肚子中的寶寶重新適應這個校園，班上同學也得適

應班上有一個同學成了準媽媽。導師可視班級氣氛挑選合宜的時間告知全

班這個消息，確切說明學校會建構溫暖友善的環境讓同學繼續就學。並進

一步與學生討論班上需要做的調整，包括教室的安排（考量電梯位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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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避免靠近易濕滑的走廊）、座位的安排、更換適切之課桌椅、調整掃地工

作等等。

二、可在班級中建置學生支持小組，讓懷孕學生有較穩固之班級支持系統。此

外，懷孕學生在校走動，勢必在校園中引起話題，許多學生會好奇的在網

路上「問卦」，輔導教師或導師可跟懷孕學生討論因應的方法，甚至更進一

步討論，她期待同班同學如何回應別人的探詢。將這些預防針與處方箋都

先預備好，懷孕學生與其班級同學，會有較正面的因應方式。

三、評估懷孕學生狀況，與家長討論上下學方式（如避免於上下學時間搭乘過

於擁擠的公車）；評估該生是否參與校內重大集會、課程是否需要彈性調整

（如體育課）；與學生和家長詳細討論各種狀況下的因應策略，讓懷孕學生

能安心的在校就學。此外，諸如產假、哺集乳室等的安排，亦是校方需要

提供的協助。因此，根據懷孕學生的狀況，持續提供輔導諮商、醫療諮詢

服務，確認學生所需，以維護其受教權為最重要的目標。

回顧陪伴的那半年，學生多了一個媽媽的角色，而校園，多了彈性與溫

暖。校園中的其他學生，從她懷孕的身影看到堅毅，也更知道正確避孕真是宇

宙無敵重要！校園中的老師，從這件事更清楚學校是溫暖友善的。至於這個懷

孕的學生，我相信不管她未來過得如何，她都會打從心底相信，當自己勇敢，

整個宇宙都會幫她。

那年夏天很熱，我站在辦公室的窗臺，看著正在上體育課的班級。樹下，

她挺著肚子穿著寬鬆舒適的衣服，跟著全班隨著體育老師的引導在做體操。看

著這個景象我心裡想著，這就是生命，這就是教育。孩子，妳的肚子裡能容下

這個新生命，這個校園也永遠容得下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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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教育學生要認識自我的身體界線、悅納自己，期待學生了解自己的身體必

須由自己作主，並且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然而一個未滿 16歲的學生非

預期懷孕，這個社會以及國家法律是否真的允許其為自己作主？而身為母親，又

有沒有機會與權力，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作主呢？我曾陪伴國九學生小哲走過懷

孕的歷程，在陪伴她的過程中，同時也反思自己如何看待青少年的合意性行為與

非預期懷孕。

個性活潑獨立的小哲，由母親負責照顧，某天放學後，她在女同學陪同下來

到輔導室，表示發生一件很嚴重的大事想跟老師商量。因為害怕，兩人緊握著手，

在諮商室裡妳看我、我看妳，重複著「妳自己說啦！」、「妳幫我說啦！」這樣的

對話，在安撫她們的擔心之後，小哲哭著說出自己與男友在雙方同意的情形下發

生性行為，目前已經懷孕。

小哲表示在來找老師前，已在同學陪同下，到婦產科診所確認過懷孕的事實。

醫生說因為小哲年紀太小，生出的小孩不健康，積極建議她進行人工流產，且手

術需由家長同意方能進行。小哲對此感到害怕與擔心，也一再向我央求，絕對不

可以告訴母親，若母親知道了一定會打死自己……。了解小哲目前的情緒及身體

狀況，送她離開學校後時間已晚，想到她獨自承受這些可怕又未知的折磨，內心

激動澎湃不已。

聯繫家長、法定通報─我很忙，沒空到學校！

雖然進行法定通報並不需要獲得家長同意，然而，就實務上而言，通報前讓

我想把孩子生下來，可以嗎？
■郭明惠 高雄市立鳳山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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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及相關人員了解通報的法源依據、可運用資源、接下來的程序以及可

能面對的各種狀況，事先的充分告知是必要的。

由於在知悉事件發生的 24小時內必須通報，從獲知學生懷孕那一刻開始，這

個時鐘即開始滴答倒數著。但是，當我以電話與小哲媽媽聯繫，告知有重要的事

需要請其到學校當面談時，媽媽告訴我，她很忙，沒空到學校，要我在電話中說

明就好。這個衝擊著小哲，也衝擊整個家庭的事件，我堅持要小哲媽媽到校再說，

最後約定了隔天晚上她下班後，也是法定通報的倒數最後 2小時到校面談。

面談的過程還算順利，小哲媽媽得知她懷孕，雖然有些驚訝但沒有太激動，

也並未大發雷霆，還主動表示既然懷孕了，小哲的情緒也需要被照顧，回家後不

會太過苛責她；而小哲堅持不願向我透露與其發生性行為的人的身分，小哲媽媽

態度也相似，表示其心裡有數，知道對方可能是誰，但是打算私下自行處理，不

願學校介入。雖是如此，在《刑法》有關未成年發生性行為的法律責任上，我與

小哲及媽媽談話時，還是清楚地說明，對方年紀落在哪一個年齡層、相對必須擔

負的法律責任為何，而若對方未滿 18歲，小哲與媽媽可以討論要不要主動採取法

律行動。

對於法定通報，小哲媽媽一開始對此相當抗拒，希望校方不要通報；但在詳

細說明接下來會由校方與社工一同協助小哲及家人，且帶入更多社會資源後，母

親表示接受。而因母女平日關係疏離加上母親工作忙碌，媽媽不知該從何與小哲

談懷孕事件，因此請託我與小哲討論，釐清小哲心中感受。

通報後─助人者帶著怎樣的觀點看待非預期懷孕？

通報後負責接案的是社會局委外的社福單位社工，陸續幾次與社工討論小哲

狀況的過程，以及小哲與社工晤談後向我反映她非常不喜歡與社工晤談的原因，

我發現，在會談過程中，社工不斷對小哲剖析未成年懷孕的各項缺點，以及未來

可能養不起小孩、夫妻可能離婚、最終會落得小孩和老公兩頭空。

即使能夠理解，隨著懷孕時間越來越長，小哲能夠做選擇的機會，以及必須

承擔的風險都會越來越大，緊迫的時間壓力下，社工希望能夠盡快協助小哲做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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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立場；但我還是認為，我們應該告知可能的選擇，以及每個選擇的利弊，讓

小哲自己做決定；絕非一面倒地提供決定生下來會遇到的所有可怕卻不必然會發

生的問題，因此我們請督導就社工所帶著的既定觀點與其做專業討論。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學生懷孕事件處理小組─怎麼做會

更友善？

與家長及社政系統合作的同時，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學生懷孕受教權

維護及輔導協助注意事項〉、〈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及相關規定，

校內團隊也依法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成立懷孕事件處理小組，就學生出

勤管理、成績考核、家庭經濟及法律協助、諮商輔導、班級及同儕輔導等部分，

分工協助小哲適應接下來可能面對的狀況。

在與小哲討論目前的處境時，我將重點放在關注小哲此刻自身的需求，就往

後學業如何兼顧、小孩的照顧，以及與小孩父親之間關係三方面著手。過程中也

與小哲討論，社會怎麼看待非預期懷孕，看待成年／未成年人、男性／女性的方

式又有沒有不同？小哲自己又怎麼看待這些加諸於她身上的眼光？

在陪伴小哲的過程中，讓小哲有機會釐清相關法律責任、身體狀況、未來可

能遭遇之狀況及擁有的選項、資源，例如懷孕週數計算及胎兒成長的狀況、未成

年性交法律責任、訂／結婚最低年齡之法律規定、須面對之社會壓力、懷孕期間

所需資源、相對人態度、若論及婚嫁需做的協調工作、懷孕期間及生產後之安置、

子女送養媒合、出養認領或其他、育兒所需經濟及社會資源評估、當事人家長態

度、未來生涯規劃等等，也讓小哲知道相關保障其權益之法律規定。

與家長及個案工作─期盼家人成為穩定支持的力量

小哲媽媽的態度是尊重她的決定，但因小哲尚在透過一次次的晤談，漸漸釐

清自己想要的方向，還未做出決定，因此媽媽難免擔心；每次與小哲談話後，我

會以電話或信件讓小哲媽媽知道一些目前小哲的心境轉折，同時也與小哲媽媽交

換陪伴小哲的過程，希望讓小哲與媽媽知道，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人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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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即使身旁的父母、師長、好友有再多人生經驗或覺得周延的考量，終究不

是小哲本人；人生無常，我們的確也無法預知將來會如何。鼓勵小哲媽媽多陪伴

小哲，盡可能陪著小哲做出在這個當下，她所想要選擇的最好的決定，並且相信、

祝福小哲的決定。

幾次密集的晤談後，小哲決定將孩子生下來並且自行撫養；而在小哲身體狀

況還允許到校上課的前提下，我也鼓勵小哲不要中斷學業，因此討論出配套措施，

包括讓身邊信任的同儕知情，避免發生意外碰撞、由導師協助穩定班級學生、建

立可立即求助的網絡、提供可短暫休息的空間、協調任課老師給予幫忙、申請電

梯卡、彈性處理出缺勤、提供彈性個別化作業、讓小哲在家的時間可透過電話協

助課業解惑、安排單獨考場應試、安排定期晤談，也讓小哲無法到校時改採電話

晤談等。

歷程中的省思

小哲在懷孕後期選擇在家休養，由同班好友每週將學校的講義與補充資料帶

給她在家自習，並與同學一起參加畢業典禮，度過國中求學階段。而小哲在決定

生產以後，也開始計畫未來的生涯目標，並透過申請入學管道，錄取心中嚮往的

學校；順利生產後，由家人協助照料幼兒，白天繼續求學，朝自己設定的經濟獨

立目標邁進。

在協助小哲的過程中，時常遇到小哲或媽媽詢問，希望得到一個「老師，到

底怎樣做比較好？」的建議，而我一直相信小哲自己會有答案、也有能力做決定，

但是需要我們多點耐心與信任，盡可能讓小哲與媽媽在安定的心境下，有機會一

起討論彼此的擔心並互相支持。

而面對帶有特定立場，一開始想要積極干預小哲決定的助人者，我也在過程

中了解到，每個助人者，包括我自己，都在學習、反省、理解自己在助人工作的

背後，帶著怎樣的觀點，這些容不容許被打破、接受挑戰，並真正能夠做到以當

事人的福祉為中心；我也一再地反問自己，對我而言，生命是什麼？胎兒的未來，

我們有沒有權力做決定？又，大多數的輿論壓力，都認為青少年的非預期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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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人工流產是最有利、最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安心繼續朝著未來的夢想前進的

方式；也會不斷聽到，未成年人在經濟上、心智成熟度上都還沒有準備好要教育、

養育小孩。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我們之間真的有誰，是「都準備好了」才面對

懷孕議題並且決定生產的嗎？面對青少年非預期懷孕，我們的標準為何不一樣呢？

我認為，陪伴過程最大的困境不在於安撫及照顧懷孕學生的情緒狀態，而是

在於外界的眼光與壓力。不論是學校行政、家長，甚至社工，都帶著對青少年懷

孕的迷思，認為青少年不應該有性探索的行為，而懷孕的青少女，就是做錯事的

對象，必須為此承擔各種懲罰；傷心難過、被同儕排擠好像也是罪有應得。想要

解除這些壓力的唯一途徑，都指向採取人工流產手術，並未留有太多空間，容許

懷孕學生正視自己內心的感受與需要。

在恐懼於談性教育與親密關係的校園氛圍中，學生在性方面沒有權力表達自

己的喜歡與不喜歡；兩情相悅的性行為，一旦發生在未成年人身上，法律上便認

定這是性侵害行為，有所謂的加害人與被害人。然而，對於還在學習建立、經營

親密關係的青少年而言，兩個人都喜歡也願意的前提下，卻並沒有完全地擁有自

己的身體自主權，而是由親權與法律凌駕在青少年的意志之上。

所謂的擔憂社會眼光，在我自己的陪伴經驗裡，幾乎都來自於校方與家長的

擔心；對於當事人而言，很少因為畏懼外界眼光而認為自己不該繼續到學校上學、

應該要躲起來自己度過懷孕階段。但大人亟欲掩蓋的態度，反而讓懷孕學生漸漸

自我貶抑、充滿罪惡感，不再能夠長出力量來為自己的未來做決定、負責任。

法定責任通報固然用意良善，但當被通報後，馬上就必須面對法律責任的步

步進逼，降低學生主動向學校求助的意願。在小哲的案例中，令人心疼的是，當

發現自己可能懷孕時，小哲日日以淚洗面，只敢告訴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樣是國

中生的同儕、朋友協助下，找到彼此口耳相傳的婦產科診所去就醫，獨自面對恐

懼與孤獨的處境。我常常在想，當制度不是將懲罰做為面對行為結果的條件時，

會不會有些不一樣？會不會，能讓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真正、全然地面對自己的喜

歡與不喜歡，面對自己的感受，並且為自己的行為做決定、負起責任，讓「我想

把孩子生下來，可以嗎？」成為一個同樣被放在天平上思索的、平等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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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將兒童年齡定為 18歲以下，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係指未滿 12歲之人、《民法》則以未滿 20歲視為

未成年人。在臺灣，未成年少女懷孕生子並不是一個少見的現象，近 5年來每年

平均約 3,000人左右；但 12歲以下兒童懷孕生子卻是極為罕見，以 2014年為例，

全國僅有 35位新生兒是 15歲以下的女孩所生（未有 12歲以下懷孕生子的相關數

據），不過本會這一、兩年的青少女懷孕服務經驗中，曾提供兩位於國小期間的兒

童懷孕服務，目前兩位皆已結案，正因為少見、不被預期，以及後續影響個人與

家庭深遠，兒童懷孕議題更值得關注。由於現在的女孩初經約在 11至 14歲之間

報到，是已具有生育能力的重要表徵，惟生理雖然開始發育，但兒童階段幾乎完

全需要依附在家庭照顧之下，也尚在國民義務教育前端，對於交友關係與性知識

更是發展初期，究竟是什麼狀況導致懷孕提早至兒童期發生？有何危險因子？兒

童懷孕雖然不多，但期待透過本會少有的兩個案例，仍能一探其中究竟，以探尋

網絡系統可以協助與預防之處。

    

彤彤與小柔

彤彤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離異，父親以血緣關係為理由，取得彤彤監護權，

但是父親平時因家計忙於工作，認為自己長期在外辛苦打拚以供養彤彤生活所需，

即是負起照顧責任的行為，至於彤彤是否有穩定上學？或是課後返家情況？父親

並不清楚，也未意識到孩子成長過程需要陪伴，生活起居多由同住的伯父母一家

兒童懷孕議題初探
■王淑芬 勵馨基金會研發主任

■郭詩萍 勵馨基金會研發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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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看照。在國小六年級下學期時，因為學校多次向父親反映彤彤上學情況不穩

定，父親才體認教養模式需要改變，並承認自己親職能力上有所限制，故將彤彤

委由母親協助照顧，但彤彤和母親之間並沒有長久且深厚的情感基礎，因此不願

意接受母親的管教，反而透過網路結交男友，來彌補自己對情感的渴望。

小柔在雙親家庭長大，父親因為工作，經常不在家，母親的工作也因需要值

夜班，晚上無法陪伴小柔。因此小柔晚上大部分時間都和年長她兩歲的哥哥獨處，

兄妹也睡在同一個房間。哥哥國小高年級時，開始進入青春期，對性產生好奇，

在探索的過程中，見妹妹年幼、自我保護意識不足，便以小柔為對象，模仿網路

或是書籍的性行為，殊不知性行為可能會造成懷孕，也不知道有哪些避孕措施可

以使用，直到小柔在家生產，家內性侵懷孕事件才被揭露。

從家庭功能來看，無論家庭型態如何，單親或雙親或其他，如果欠缺適當的

照顧與情感聯繫，可能會導致社交及情感上的孤立，從而使她們透過其他人身上

獲得關愛，以彌補心靈上的空虛。另外許多父母、成人本身也沒有性知識的概念，

不知道如何教導孩子身體界線和自我保護，認為性教育是學校的責任，忽略了自

己才是孩子成長路上最重要的照顧與保護者。

個案描述

彤彤與父親關係疏離、與母親相處互動陌生，選擇透過結交男性網友、同居、

發生性關係來換取他人的關愛；當她發現自己懷孕之後，因擔心母親會逼迫她墮

胎，故與 16歲男友共同做出中輟學業、翹家的決定。離家期間，兩人借住友人

家，由男友打工賺取生活費，自力更生。後來因為警察的尋獲，彤彤被母親帶回，

開始接受服務。

小柔自國小三年級便開始遭受哥哥的強制性交，但當時年幼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情，雖因不舒服而有拒絕，但仍被得逞，也不知道如何與母親討論此事，雖對哥哥

的行為感到憤怒、憎恨，但為了不讓父母擔心，選擇隱忍下來，直到懷孕生產。

由兩位孩童的遭遇來看，年紀愈小的孩子愈有可能被迫發生性行為，也愈有

可能受制於對方，即使對方也都是未成年少男，還是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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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對於避孕知識、性自主的法律議題，甚至求助的管道，完全沒有認知與意願，

顯現相關的教育仍未到位，尤其小學階段的防治宣導更是缺乏。

服務介入

彤彤男友在學校老師的關切下告知此事。之後由學校老師向本會諮詢，建議

啟動相關網絡合作機制，如報案協尋、通報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聯繫雙方家

長、連結本會服務等。社工積極幫助母親了解孩子的需求、說明此事件可能對孩

子造成的影響、討論如何陪伴孩子面對及分析各種處遇的資源與問題；並嘗試透

過簡訊與彤彤聯繫表達善意，積極聯繫相關人員，包含家防社工、男方家長、醫

療單位等，協助彼此溝通協調。由於母親感受到支持，願意主動向社工諮詢，以

及傾訴對親子關係的無力與挫敗，共同討論合適的應對方式。目前彤彤已安全生

產，在社工的安排下將寶寶出養，家人間達成共識，彤彤仍由案父照顧，也回校

持續就學中。

小柔因在家生產，母親發現後緊急將小柔及新生兒送醫，醫院通報家暴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處理，但因小柔當下過度驚嚇，且不習慣與人直接面對面溝通，家

防社工能提供的服務有限，故轉介本會進行後續服務。社工發現每當提及寶寶時，

小柔會有迴避且不願意親近寶寶的行為，因此改以關心小柔的學校生活情形方式，

與小柔建立關係，並尊重其習慣用 LINE的方式與其溝通。在建立信任關係之後，

小柔會主動告訴其被傷害的過程，也相信社工可以協助母親處理哥哥的司法議題。

在母親的部分，社工多次給予情緒支持、專業諮詢，協助處理多重衝擊的情緒，

陪伴小柔及母親面對司法程序，讓家人對於判決有更多的心理準備。最後因寶寶

為非預期下的孩子，經家庭成員討論後，將寶寶交由本會收出養服務完成法院裁

定，合法出養，小柔也回到學校持續就學。哥哥則在母親的安排下暫時住到親戚

家等待司法判決，母親也辭去工作，以留下更多的時間陪伴小柔長大，評估案家

已做出因應，可望逐漸回復，故本會結束服務。

兒童懷孕事件往往帶給當事人和家人許多的擔憂、恐懼與不知所措，在專業

的處遇過程中，真誠的關懷與接納是建立關係的重要原則，陪伴的過程會面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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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的問題意識抉擇，包括資源取捨、醫療問題、法律及倫理議題等，這些協助

歷程有助於情緒的穩定、自我意識的提升，不論是兒童還是父母、家人，都能走

出非預期懷孕的陰影，重新開始。

因應策略與建議

雖然兒童懷孕案例有限，但根據我們多年的實務經驗，提出以下的因應策略

與建議：

一、維繫親子關係與家庭功能，不讓子女孤單成長

家庭對於兒少有著關鍵性的指標，尤其與主要照顧者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子女

的人格發展，越能保有穩定、健全的關係，越能增強子女面對問題的處理能力。

只可惜有些父母或家長並未察覺自己對孩子的重要性，或是現代愈趨困難、複雜

的生活讓家庭維繫愈為不易。因此正視親子關係與家庭功能，對童年或青春期成

長中的女兒和兒子應同等關注，減少讓子女孩孤單成長的經驗，將可使她／他們

擁有更美好的生命。

二、發展女孩專屬的性／性別教育

雖然臺灣在性／別教育已發展多年，但是可能因為涉及「性侵害」或「學生

懷孕」等需要責任通報的性平事件，導致教育現場不願觸碰學生情感與親密關係

議題。同樣地，孩子既不願向師長諮詢，也不願意求助，使得性教育淪為單向說

教的教學方式，缺乏互動對話的深層學習。而目前臺灣校園的未成年懷孕防治宣

導，仍以男性主導的避孕方式（保險套）為主，雖然正確使用保險套可以防止懷

孕、預防性病，但女性的避孕措施與相關知識，卻經常被忽略或是未被細緻地教

導，這樣的教育仍隱含著性別權力不對等意識，讓女孩無法充分學習，對身體自

主的掌握度不夠。而女性看重關係的特質往往在親密關係中屈於弱勢，需要長時

間的培力才能讓女孩提升自我意識，看重自己。因此，臺灣的教育體系應該從司

法箝制與行政程序的框架中解套，提升輔導能力，讓事前預防與事後協助同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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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視與承擔兒少性／別教育的責任。

三、加強網絡合作，建立完善福利資源

（一）教育體系的受教權與親職教育倡導

未成年懷孕個案事件發生時，絕大多數的女孩仍在就學中，因此學校、老師

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師長處理的態度明顯會有兩極的發展方向，影響女孩未來

繼續升學，提升就業競爭力甚鉅。另外針對新手媽媽的親職教育與支持性服務，

目前多數學校無法提供，建議由教育主管機關規劃一套完整的課程，讓學校為學

生個別申請使用，採用多元教學方式，縮短青少年父母在親職路上的摸索與照顧

壓力。

（二）社政體系的經濟補助、托育、家庭服務與其他福利措施

未成年懷孕個案有許多是來自經濟弱勢的家庭，托育的經濟壓力比一般家庭

更沉重，也是她們的一大困境。目前政府的經濟補助的確是不足，因此建置完善

的托育服務將會是社政體系重要的議題，另外現有的心理諮商、安置服務、法律

議題，寄、出養資源及家庭服務等，都需要以懷孕女性為主體觀點重新檢視，俾

便提供更適切之服務。

綜上所述，兒童懷孕議題和一般未成年懷孕事件發生的原因或許無太大差異，

但因其年齡更小，家庭疏離與複雜程度也可能更嚴重，因此小學校園就應該開始

關注孤單成長或被忽視的女孩，提早介入預防。而網絡機制的啟動，最終不外乎

是幫助懷孕兒童的意外人生能再回歸到家庭照顧與學校持續就讀，不因此事件被

邊緣化或社會排除。除此之外，如何讓懷孕事件是一個危機也是轉機，使兒童與

家庭關係出現重整和修復的機會，有待更多的家庭服務方案。另外，目前有關未

成年懷孕的服務，仍處在各個體系各自運作及懷孕待產的處遇協助，對於體系間

的整合，以及生產後的親職、托育等福利需求供給，仍有很大落差，需要網絡系

統持續努力，以確保懷孕女孩及其子女獲得更適宜之照顧，讓每一個生命都能擁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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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下的高鐵站，遇見一位退休校長，久未見面、互道平安的寒暄當中喚起十

年前一段為懷孕學生維護受教權益的往事。那時個人在輔導網絡上面持續

協助輔導夥伴提供相關服務，有一天接到這位校長所主持學校的同仁來電諮詢

有關懷孕學生的協助事宜。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討論，他們希望我南下為他們

學校提供諮詢，並協助解決一些有關懷孕學生轉換學習環境行政處理的疑慮，

與提供如何積極處理的建議。

在整個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會議上面討論的重點是：懷孕學生已經三

年級，在寒假期間希望從日間部轉換學習環境到夜間部就讀，根據當時的法規

規定無法轉學或是有其他的協助措施。雖然學生在懷孕事件中所需要的相關協

助獲得校內教師的支持，但是也受到行政同仁的質疑和挑戰，認為法律並未授

權可以轉換環境的條款，或是專業服務未建立前如何能夠讓學生辦理這些彈性

措施，一切要依法辦理才行。

依法辦理確實是行政的準則，但是《性別平等教育法》所揭示的維護懷孕

學生受教權更應積極提供。雖然十年前的氛圍大家對於提供懷孕學生仍然採取

消極的方式因應，但是仍然有一群老師願意為這些經歷生命重大事件的年輕生

命找出一條可能的路途，陪伴他們在懵懂的青春開展適合自己的生涯。有人認

為學生休學就能夠解決一般所遇見的困難，卻哪裡知道教育的可貴在於引導生

命，給學生一個機會學習，給學生一盞明燈指引他們方向。所以會議當中有人

協助懷孕學生的教育學習歷程
■張其清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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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動說「法」規定不可，有人義正嚴詞說「理」，無論是否阻擋懷孕學生的轉換

學習，都是以專業諮詢的角色提供與會人員參考。不管意見如何，當會議的討

論方向總是以學生受教權益為最大考量的時候，共識和具體做法就可以在不斷

辯證當中產出。果不其然，大家逐漸理解，在不違背法令之下，其實可以不轉

學籍但是以借讀方式在夜間部就學的方式解決。學分數的認證經過多方討論逐

漸明朗和確認，原有日間部不足的學分數以選修方式執行。這麼多的專業討論

和教育人員的深思熟慮，無非是為建構懷孕學生友善環境而努力。

另外有一件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事例，當事人是一位男學生，上課時在教

室當中趴著休息，巡堂的教師經過教室請男學生到走廊談話，說沒幾句男學生

就哭了起來。原來他日夜辛勞地打工是為了償還 6萬元的債務，想到這條債務

和日夜的奔忙，在學校已經沒有多餘的心力來應付課業。看見老師對他的關懷，

不禁悲從中來，不能自已。老師看見男學生的苦楚，就請他到輔導室找輔導老

師晤談，進一步了解男學生需要協助的地方。事情原由是他的女友前一陣子懷

孕了，女友是其他學校的學生。女學生懷孕，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在慌忙當中

找了一位國中同學（在第三校）幫忙處理墮胎的醫院和款項。女學生進醫院動

了手術，醫療費用竟然高達 6萬元，暫時由第三校的國中同學墊付。雖然解決

懷孕事件當中的醫療問題，但是衍生的債務卻壓得男學生喘不過氣，日夜打工

償還估計也要近兩年時間。這期間的身心煎熬，讓男學生在學校與打工之間徘

徊，不知道自己該如何處理。剛好一位關心的師長探詢其一早為何趴著睡覺，

心中的委屈和無助一時湧起，藉由淚水告訴師長，他對於懷孕事件處理的慌亂

和不自主。在輔導人員的安撫下，男學生的心情逐漸恢復平穩，但是有件事他

又躊躇不已。他擔心學校知悉後要通報，通報後要通知家長，擔心家長因此怪

罪於他。因此請他告知誰是他可以信任的家人，在信任老師可以幫助他的前提

下，請學校先行通知他的阿姨。於是學校通知阿姨到校協助男學生有關懷孕事

件的事宜。後來隔天在男學生的同意之下通知媽媽到校，再隔天通知爸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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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由男學生爸媽通知他校女學生爸媽在校外討論彼此孩子的問題。校內問題慢

慢依照相關辦法組織和處理，校外衍生有關第三校男學生好友協助處理懷孕事

件債務問題，也藉由相關系統釐清原有協助負擔金額減輕到原有的十分之一左

右，終於可以安心就學。從這件事件當中我們看見男學生在整起懷孕事件當中

就學和生活壓力也極需協助，提醒我們，懷孕另一方當事人的需求，不應該在

整個輔導體系當中被忽略。

學生發生非預期懷孕事件，不是他們個人的羞恥，也不是家門的不幸，更不

是學校蒙羞的事。應以當事人為中心的思維，當事人是否能夠確認懷孕事件的發

生是他們個人應負起責任的開始，而不是逃避的負面思考。所以在教育上應協助

其統整個人對於懷孕事件的重視和關注，接著啟動處理流程，規劃工作小組成

員，召開會議，依據相關辦法及輔導因應措施，以協助學生能擁有健全的人格發

展，積極維護其受教權利，學校就可將逆境化為順境。

確認每個流程的意義和目標，並有完整的紀錄（含輔導紀錄和會議紀錄）。

輔導會議要達成的目標為何，應該在會前做確認，免得發言不能聚焦；等到達成

目標之後，其他議題在臨時動議中提出做討論，並總結會議所有的討論，研究辦

理事項，繼續追蹤事項，定期回報事項或下次繼續召開會議的討論內容等。

教育部在 104年 8月 5日將〈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改為〈學生

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也將學校發現未成年學生懷孕時，學校應即

成立的「處理小組」改為「工作小組」，且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指派學生輔導

專責單位設立單一窗口。學校在運作實務上面也應該適時回應修正相關處理機

制，以符應新頒布的〈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注意事項〉所應有的積

極作為。

最後，感謝我們承擔這樣的恩典，來接受這樣的召喚和安排，給予我們試

煉，讓我們有機會在智慧的方向前進，在教育學習的歷程當中適時幫助需要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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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磊與小潔

認識阿磊的時候，正是豔陽炙熱的七月。悶熱的屋內，一張摺疊桌、一張放

在地板上的彈簧床、一組舊沙發以及簡單的家電，就是阿磊、小潔以及他們的雙

胞胎女兒居住的地方。阿磊帶著歉意跟我說擔心電費太高，他們整個夏天都不敢

開冷氣，僅靠屋內的電風扇努力吹走炎炎熱氣。今年 21歲，未婚，有一對近 3歲

的雙胞胎女兒，目前職業是軍人―這是戴著黑框眼鏡、理著小平頭的阿磊對自

己的介紹。

三年多前的阿磊是個離家遊蕩的少年，與 16歲的小潔相遇時正好被第二間學

校勒令退學、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兩人交往四個月之後，小潔因為發生車禍送

醫檢查才發現已經懷孕了。對阿磊而言，17歲就當爸爸並不在他的規畫中。沒有

經濟能力、養不起孩子，所以沒辦法生下來，是阿磊的第一個念頭。

在隨後的產檢中超音波顯示出兩個心跳，小潔與阿磊在感到震驚之餘，更多

的情緒是喜悅，阿磊說沒有比那更美妙的音符了，那似乎給了他莫大的勇氣，讓

他心中的責任感油然而生，覺得自己責無旁貸要負擔起人父、人夫的角色。因此

阿磊請疏離的父親出面去小潔家提親，原本融洽的氣氛在提到聘金和婚禮的要求

後開始變了調，之後阿磊的父親也不再出面。當阿磊正懊惱自己沒有能力給小潔

一個風光的婚禮時，小潔母親的諒解和安慰給了阿磊一股動力重新開始規劃自己

的人生。六個月之後，他們一起迎接雙胞胎女兒的誕生。

蛻變的男孩
小爸爸的父職角色
■曹宜蓁 勵馨基金會研發資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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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兩個女兒的阿磊提到在養育的過程中最喜悅的一刻，是大女兒四個月第

一次翻身的時候，那讓他覺得孩子已經慢慢地在成長了。至於女兒們何時開口會

叫爸爸，他已經沒有印象，因為那時候生活的重擔已經讓他無暇享受養育的樂趣，

睜開眼第一件事便是要努力掙錢，白天他打二份工，晚上他讀夜校在第三所學校

重頭念起，最後一學期還拚到第一名畢業。

經濟困境是阿磊的最大難題，他提到在小潔懷孕期間有一次薪水還沒領到，卻

只剩 100元要撐一週，他們就買白米煮成稀飯配一點醬瓜過生活，他常覺得雙胞胎

女兒出生後的體弱多病應該和懷孕期間小潔的營養不足有關。有一次小女兒在半夜

發燒到抽搐，他抱著女兒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坐計程車趕到醫院，下車時卻發現身

上沒有錢支付車費，更沒有能力支付醫療費。幸好有路人解圍支付車錢，後來有朋

友願意借貸醫療費才讓他們度過困境，這是他對於貧困最深刻的一個印象。

雙胞胎誕生後不到半年，小潔又懷孕了，這次兩人已經有了共識―無法扶

養第三個小孩，因此選擇流產，這次經驗讓他們開始謹慎地採取避孕措施。三餐

不繼、捉襟見肘的痛苦，阿磊再也不想經歷第二次，他知道如果要給小潔和女兒

們一個穩定的環境，軍職或許對他是個合適的選擇，因此入伍後選擇志願役，經

濟情況比起之前已稍有好轉，但犧牲物質的娛樂享受仍在所難免，電玩、電影、

服飾、美食、出遊等都是奢侈的慾望。

阿磊待在部隊期間，小潔就在家照顧兩個女兒，兩人至今沒有婚姻關係，原本

這讓小潔相當沒有安全感，透過算命的方式以及阿磊顧家負責的表現，才讓小潔稍

稍放心。有時兩人不免會有生活小口角，像是阿磊會叨念小潔的生活費花太多、家

裡不夠乾淨等，此時的小潔就等阿磊發完牢騷後，寫紙條反駁他的抱怨，而阿磊也

很清楚這就是他們的相處模式。阿磊說他知道自己還沒辦法提供給小潔及兩個女兒

們他所謂的理想生活，但他會努力地用自己的步調往那個方向邁進。

大鈞與妞妞

大鈞和妞妞是一對復合後的青少年伴侶。國中畢業後的大鈞曾短暫就讀高中，

後因學費不足而中斷。大鈞休學後先到機車行當學徒，後來到親戚開的快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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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 18歲的大鈞在妹妹的介紹下認識當年 15歲的妞妞，交往幾個月之後因

為大鈞的劈腿，妞妞的初戀也宣告結束。大鈞對於妨害性自主的法律並不清楚，

儘管心中隱約知道和未滿 16歲的女孩發生性行為可能會有法律問題，不過當時的

他並沒有想那麼多，也沒有意識到違反妨害性自主罪的嚴重性。

某個週末的早上，妞妞因為腹痛而無法與家人同赴親友喜宴，直到家人下午

返家後在浴室發現渾身是血、已經產下寶寶的女兒。震驚莫名的家人不斷追問，

才知道妞妞曾與大鈞短暫交往過。妞妞從避孕的觀念到懷孕徵兆的知識全然不懂，

也渾然不覺自己身體的異樣與孕事有所關聯，加上身形原就圓滾，自己和家人都

未覺察懷孕一事。

大鈞在毫無心理預備之下被叫到醫院告知當了父親，此時的大鈞就像是一個

罪大惡極的肇事者，除了要面對妞妞家人的怒氣外，他對妞妞也存有一份愧疚感。

在女方家人要求下，大鈞的家人出面一起討論孩子的去留以及法律和解的問題。

但談判的過程並不順利，妞妞的家人要求大鈞給付名義為聘金，實質為和解金的

30萬，並且要面對妨害性自主的法律刑責。這也使得大鈞後來對妞妞的家人始終

心存芥蒂。

妞妞家中環境小康，在原生家庭中排行老么，在父母眼中是個乖巧的女兒。

相較於妞妞單純的家庭背景，大鈞的成長背景較為複雜。大鈞的生母其實是小阿

姨，當年未婚懷孕生下他之後就讓家族中已婚的姊妹在法律上收養他，實際上由

外祖父母扶養長大。大鈞小時候不懂自己為什麼不能和妹妹一樣跟爸媽住，國中

時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而這樣的成長背景讓大鈞渴望一個完整的家，也因此他極

力爭取與妞妞、寶寶共組一個家庭。

在女兒一歲以前，妞妞沒有機會親自養育，因為大鈞的阿姨們認為妞妞太年

輕，所以孩子被寄放在遠房親戚家照顧，加上大鈞又去當兵，所以三人分居三地。

等到大鈞退伍後，三人才正式開始小家庭生活，初期的甜蜜新鮮感沒多久就被現

實生活的經濟重擔壓得喘不過氣。為了生計，大鈞選擇當物流貨車司機，每天工

作超過十二個小時，但這樣的薪水也僅是三餐溫飽。面對沈重的房租，他們只能

不斷搬遷，選擇租金更低的住處。他們目前居住在潮濕的地下室已經半年多，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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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陽光和新鮮空氣，大鈞無奈地說就像現在的人生寫照—看不到曙光。

妞妞與大鈞目前沒有婚姻關係，因為妞妞的家人堅持要等到她 20歲以後再談

婚事。大鈞提到兩人的相處，他坦承自己的脾氣差、耐性不好，而妞妞有時候因

為沒有安全感，一天會打好幾十通電話查勤，造成大鈞工作時的困擾，大鈞表示

自己雖然可以理解妞妞的心情，卻很難接受妞妞誇張查勤的行徑。兩人常為此爭

吵，有一次大鈞在盛怒之下動手打了妞妞，當下立刻意識到自己的暴力行徑造成

的傷害，他擔心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因此那天晚上就跑去網咖窩了一整晚，此後

當兩人爭執不下時，大鈞就會離開爭吵的現場。久而久之，沉浸在電玩的世界中

也漸成為大鈞抒發壓力、逃避爭執的因應方式。

有時候大鈞會埋怨自己為什麼要累得像條狗，但一想到可愛的女兒，就打消了

放棄的念頭。女兒和大鈞相聚時已經一歲多，錯過了嬰兒時期的成長軌跡是大鈞心

中的遺憾，加上過長的工時導致大鈞實際上和女兒相處的時間非常少，因此也格外

珍惜和女兒相處的時光。大鈞希望他努力工作賺取的收入可以在未來搬到至少有窗

戶的房子，也有能力可以讓一家三口偶爾上館子、帶女兒到遊樂園玩得開心。

小爸爸的父職困境

從兩位主角的故事，我們可以看見這群小爸爸很少有悠閒的時間與孩子相處，

為了工作或是替手照顧孩子導致經常性的睡眠不足、為下一餐愁煩、安撫著缺乏

安全感的女友、不時要面對女方親友質疑的眼光……。他們肩負家計重擔的同時，

也面臨著多重的壓力。在努力履行一個好爸爸、好伴侶角色的同時，他們也早已

遠離了同儕的生活圈，淡忘了年輕該有的滋味，然而這樣的「父職」心路歷程卻

鮮少有機會向人傾訴。探討未成年懷孕議題時，關注的焦點往往是女孩以及她們

擔任母職角色的探討，而男孩常常是被忽略的隱形人，更鮮少有人去探究未婚小

爸爸擔任「父職」角色的面貌。

青少女母親因為傳統性別分工模式留在家中照顧孩子、以家務工作為主，經

濟上依靠伴侶提供，易淪為經濟依賴者，而成為父親的男孩則是被迫提早面對勞

動市場的競爭，但往往三低―低學歷、低技術、低薪資的限制，使得他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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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勉強養家餬口。曹宜蓁（2010）指出青少年經歷懷孕事件易面

臨的生活困境包括三餐不繼、遷徙頻繁、學業中斷、限縮自我需求、生涯發展受

阻，甚而面臨法律訴訟事件，以及缺乏社福救助申請資格等。這顯示出青少年父

母面臨的不僅是靜態貧窮狀態，而是一連串動態的、累積的、多面向的社會排除，

多重不利條件的交互壓迫使得未婚小父母的處境更加艱辛。

Nelson（2004）指出中產階級的男人對於父職有一種包裹式的理想概念，其包

含婚姻、自己的房子、穩定的工作，並且是在合適的時機依序發生。然而對於往

往不是在計畫生育的低社經地位爸爸而言，他們是否能有相同的能力獲取這些資

源是令人質疑的。這也呼應了阿磊和大鈞的例子，他們都期待透過努力工作能讓

家人溫飽、能給女友一個風光的婚禮、能有合適的居住環境、能給孩子受好教育，

所以他們很認真投入勞動市場，但是收入帶來的經濟改善依然有限，距離他們心

目中的理想「父職」目標存在很大的落差。

目前已有一些社福機構提供懷孕的青少女完整的服務方案，並且也開始關注

到青少年父母的需求，但對於擔任「父職」男孩們似乎還沒有相關的服務提供。

國外有方案開始關注一些低收入爸爸或是小爸爸的就業支持，並且也有工作坊探

討父職角色與工作壓力的議題，試著讓這些爸爸們的主體性被呈現。這或許也可

以讓我們在未來作為參考依據。

面對這群和主流社會大眾的人生選擇順序不同、提早成為父母的年輕男孩女

孩們，我們的社會或許可以再做多一點的努力，透過有效的服務方案提升他們正

向學習以及社會參與的機會。讓他們在學習負起責任的同時，感受到的不是懲罰、

剝奪、排除、壓迫，而是即使人生順序選擇不同，當他們必須提早面臨大人世界

時，仍然有人願意傾聽、願意陪伴、願意給予一抹微笑，願意協助他們擔任好一

個「父職」的角色。♥

參考文獻

● 曹宜蓁（2010）。《青少年伴侶經歷未成年生育事件歷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Nelson, T. J. (2004). Low-income father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 427-451.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74｜ 47

臨床經驗談青少女非預期懷孕

我
一直記得我還在住院醫師時期的一個個案。

半夜三點，小兒科急診會診；14歲女性，腹痛就診，問診時發現月經延遲，

所以會診婦產科。雖然覺得可能性不高，但是依照婦產科學指引―生育年齡女

性月經延遲，先考慮懷孕―想不到，20分鐘後急診室打電話過來：「病患驗孕報

告是陽性」。小女生剛開始回答她沒有性經驗，但是確診子宮外孕，因此還動手術

切除了一側輸卵管。

整個住院過程，小女生的媽媽都臉色鐵青，爸爸只有在住院和簽手術同意書

時出現，之後再也沒有到醫院過。醫護人員都知道這小女生一定被罵慘了，這種

對一般家庭來說不太光明的事，也沒人敢多跟她們談。我相信那時候，包括醫護

人員和她的家長，都覺得「這下她應該嚇到了，以後應該不敢了」。

一年後，我看到她大著肚子在門診產檢。

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在她出院前，我們和家屬多做些什麼，是不是她可以

不要那麼早就當媽媽？

十多年過去，許多婦產科同業對於非預期懷孕，尤其是未成年者，依然跟家

屬一起停留在「丟臉」、「不自愛」、「不能說」的狀態；跟著記者胡扯未經證實的

「墮胎潮」，或是為了業配操作誇大的墮胎數。總之，非預期懷孕如果以墮胎收場，

就是汙名；如果「修成正果」結婚生下小孩，那就當成結案，沒有再去關注那個

缺乏資源的小家庭後來怎麼了。然而根據研究，非預期懷孕的個案，有較高再度

非預期懷孕的可能，除非積極提供避孕協助，不然很難避免再度非預期懷孕。

臨床經驗談青少女非預期懷孕 
■林靜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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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和制度需要釐清和修訂

第一件應該先定義的，是「非預期懷孕」 （unintended pregnancy）。目前常出

現在政府公文書、法規或是政策中的「未婚懷孕」應該要修改，改以「非預期懷

孕」。非預期懷孕可能發生在已婚、未婚，成年、未成年，非預期的懷孕可能牽涉

到延遲的產檢、延遲的人工流產，也可能有較高的早產率，需要許多方面的資源

協助；因此是否需要社會福利系統介入，不應該用已婚或未婚區別，而是是否為

「非預期」的懷孕。整個國家思維停留在「結了婚的性才是正確的性」、「結了婚的

懷孕就沒有問題」，這也導致有許多未成年非預期懷孕在抉擇上只有「被迫結婚繼

續懷孕」和「不結婚中止妊娠」二個想法，而其實非預期懷孕應該考慮的，包括

是否有繼續懷孕的意願、生產之後的照護者和照護資源是否穩定、是否出養或者

自行撫養但需要資源介入等，而不是以「要不要（跟這個連避孕都做不到的男生）

結婚」來評估；事實上根據研究，未成年的非預期懷孕，如果因此結婚，未來有

很高的離婚率。

第二件目前法規還很困擾的，是所謂「未成年懷孕」的定義。在《民法》第

973條規定，男未滿 17歲，女未滿 15歲，不得訂立婚約；《民法》第 980條規定，

男未滿 18歲，女未滿 16歲者，不得結婚。《民法》第 13條：未成年人已結婚者，

有行為能力。不具法律效力的訂婚暫且不談，《民法》規定滿 16歲是女性的最低

法定結婚年齡，那，16歲又符合「未成年」；這意味著，在國家的社福認定上，未

成年可以結婚但是不能懷孕嗎？未成年已結婚者視為具有行為能力，然而多數未

成年結婚是所謂的「奉子成婚」，也就是未盡避孕之能力而懷孕、而進入婚姻，以

此來認為是「具行為能力」，豈不矛盾？

我國進行 CEDAW法規檢視時，因為《民法》對於男性和女性結婚年齡的差

異，法務部研議修改，其中一次會議中也建議把「成年」的年齡定義，在各不同

的法之中，做一致的修訂。WHO和婦產科對於未成年懷孕的定義是 19歲以下，

或許在未來修法時可以參考WHO的定義。

多數青少女的非預期懷孕，是沒有正確的避孕措施，甚至是沒有避孕措施。

這和我們的文化對於性避而不談有關。很缺乏邏輯的想法就是「談論性、提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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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就會鼓勵性」，這卻是許多家長、老師、相關政策決定者一直堅持的態度。即

使國民健康署的調查統計，我國男性和女性初次性行為年齡平均為 16歲，且半數

均未有避孕措施；但是一直到 2013年，大專院校才終於以「防治愛滋」為理由，

設立了校園內的保險套販賣機；甚至有些學校的性知識課程，邀請的講師宣稱「只

有婚前守貞才能避免包括愛滋等疾病，保險套沒有用」的錯誤理論。

青少年青少女都沒有正式的、負責任地去學習什麼是安全的性，青少年青少

女不會因此就不發生性行為；卻使用苟且的、不正式的避孕措施，好像就比較沒

有「故意發生性行為」的罪惡感；甚至有男性表示，當他拿出保險套時，被女伴

懷疑「為什麼會帶在身上？一定是花心的男生」；也有不少女性以「今天安全，你

不用戴套」來表示「體貼」。然而不正式的避孕措施，包括計算安全期和使用事後

避孕藥等，都有很高的意外懷孕的機會；加上青少女對於非預期懷孕普遍有否認、

不願面對、不敢求助的現象，致使非預期懷孕更晚察覺、選擇權更受限制，甚至

有些直到足月生產才被家人發現。

國健署多年來設有「幸福九號門診」，提供青少女生育保健服務，但是光從名

稱如此隱諱即知，即使在應該積極推動安全性行為、正確避孕知識態度的國民健

康署，也不敢或者不願意讓性和避孕成為正面和主動的議題；在許多衛教上也將

「性」與「愛」連在一起，而未正視青少年青少女是有慾望的、是可能被同懠或者

大眾媒體所鼓動暗示的。相較於有些國家將避孕、性知識的資訊充分揭露在青少

年平常就會接觸的媒體、刊物，我國在這部分還是處在「不說就不會做」的鴕鳥

心態，連充滿複雜關係與決策的、個案不期待面對的非預期懷孕特別服務，都要

以「幸福」包裝，非常諷刺。

另一個需要更長時間、更大改變的，是對於女童的教育。

雖然所有避孕知識都強調，保險套是避孕又避病的最好工具，但是在兩性交

往時，青少女常常不是主導的一方，很難要求男性主動避孕。許多青少女對自己

缺乏信心，或者不敢表現積極主動，且文化上暗示女性用身體作為「愛」、「付出」

的表現，都讓青少女在避孕行為上，被動處於「男生決定」的地位。另一方面，

坊間充滿對於使用避孕藥或避孕器等女性自主避孕方式的錯誤知識，許多青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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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主動找專業醫師尋求避孕方法，又因為避孕知識的錯誤，不敢自主避孕，所

有的避孕決定都在男伴身上，非預期懷孕的發生只是早晚而已。而長期以來對於

墮胎的汙名，對於「生下小孩才是好女人」的設定，以及青少女將懷孕視為關係

穩固之下「愛的結晶」，都讓青少女非預期懷孕之後的抉擇更加複雜且掙扎。

一旦懷孕，下一個抉擇的權力也被掌握在他人身上。多數非預期懷孕的青少

女是否繼續懷孕的決定權在其父母，一方面是法律上未成年者的監護概念，另一

方面女兒未結婚前傳統上視為父母的「財產」；如果對方是成年男性，可能握有一

定程度的決定權（包括結婚），但如果是未成年男性，因為經濟上通常未獨立，必

然將是否繼續懷孕生育的權力交給掌握有經濟權的雙方父母；不論怎麼輪，非預

期懷孕的青少女，幾乎沒有生育自主權。如果選擇中止懷孕，則被視為「為男友

墮胎」的「受害者」角色；如果選擇進入婚育，因為是「懷孕了只好結婚」的，

未來在夫家地位也極為低落。

這種「女生吃虧」、「受害者」的邏輯，一方面顯示了傳統教育中未建立女性

獨立自主的意志，也未養成勇於決定並承擔的能力，所以性關係是「被動」的、

避孕是被動的、懷孕了之後的決定也是被動的；許多社工在協助個案時常常發現

個案會反覆陷入非預期懷孕、被迫跟不適合的男性結婚、被迫接受家暴的伴侶，

個案持續處於弱勢，無法脫離。

我們在討論青少女非預期懷孕的相關法規、社福制度時，必須先脫離青少女

都是缺乏行為能力者的想像，但是也應承認她們在兩性交往的關係上是不對等地

位；先釐清需要提供資源的原因為何、青少女需要的資源為何，同時在協助個案

的過程中，避免剝奪其自主權、避免弱化青少女，不要讓青少女在經歷非預期懷

孕之後，更加缺乏自信，更陷入弱勢處遇。

年輕一代的父母，在女兒的孩童時期，就應該提供獨立自主的教育方向，擺

脫男女交往的賺賠（發生關係都是女兒吃虧）邏輯；更必須建立女童的自我肯定、

自我價值感，對於未來有明確的生涯規劃，而不是長大之後由男人（丈夫或男友）

決定婚育計畫、決定人生。

臺灣女性的初經年齡約在 12歲左右，一直到 50歲左右停經，將近 40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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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年齡；若以 16歲開始初次性行為，終其一生有避孕需求的時間也超過 30年。

性和避孕議題，應該與所謂「真愛」議題脫鉤；結婚和生育計畫也應該脫鉤，是

否生育的考量因素不是只有婚姻。青少年男女的性和避孕教育，應該提供確切指

引、明確目標（避孕避病）的性知識，充分的、正面的在青少年可近的媒體，成

為非常自然可以談論和理解的話題。性和避孕，都應該被健康看待，以減少在隱

晦、躲藏、鴕鳥心態之下，持續出現的非預期懷孕甚至兒虐個案的發生。

婦產科醫師或是醫療人員，對於所有非預期懷孕或是可能發生非預期懷孕的

青少女個案，都應該在充分建立信任之後，與個案討論未來的避孕計畫，清楚地

給予自主避孕建議；並且秉持諮詢原則，在合法的情況下，知情同意、個案自主，

不做指導式諮商、不批判個案最後的決定。

社會工作或是支持服務提供者，在協助非預期懷孕青少女時，可以與各領域

專業人士尋求更多資源，提供個案較充分且多元的資訊和選擇；同時自己也要破

除傳統「懷孕了就結婚生下來吧」的迷思，非預期懷孕是自主避孕失敗之後的結

果，要面對的是有無足夠資源和能力及準備接受生產和養育，而不是道德的批判。

沒有任何一個個案的處置決策是「最好」，只能是在綜合所有資訊之下能做出「有

限選擇之下的較好選擇」；這是服務提供者必須先有的心理建設。

多數青少女的家長其實都對於青少年的性有潛在的擔憂，卻很少面對這些議

題，甚至從未與自己的孩子討論；雖然孩子未成年，但是請家長在與孩子討論異

性間交往時，能夠以較正面、尊重的方式，把底線說清楚、約會或見面的地點和

時間說清楚，給孩子尊重，也讓孩子學習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論輿論或是家長

總是傾向責怪或同情非預期懷孕的女孩，但是鮮少有足夠的篇幅和資源提供年輕

男孩對於異性身體自主權的基本態度；至少讓青少年體認「性行為應該使用保險

套」就像「睡前應該刷牙」一般理所當然，這也是讓男孩對於自己和別人生命必

須負責的一個重要能力。

最後要說，我們該鼓勵女孩對於自己有獨立自主的生涯規劃，性、婚姻或生

育只是她們生涯中的一部分，而這些不該在她們沒有自己準備好的情況下來影響

她們的夢想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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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臺灣女權各方面的改善與傑出

表現有目共睹，2008年聯合國

發表的人類發展指數中，臺灣在「性

別發展指數」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及「性別權力測度」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兩方面表現

優異；分列全球第二與第二十四名，

兩項表現在亞洲皆名列第二名，由此

可見臺灣不論在亞洲或全球女性人權

方面表現可謂相當進步。2011年聯合

國公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臺灣女權總體表現更

是名列世界第四、亞洲第一；但在整體

女權表現優異情況下，臺灣女性人權是

否還有進一步改善空間，即為本文想探

討的主題。

對此，本文梳理了 2013及 2014年

「臺灣婦女人權指標調查報告」，研究

者驚訝發現，在眾多領域指標中，臺

灣在婦女人權上皆有不錯表現；但在

「校園中懷孕學生之受教權得到重視之

程度」這項指標表現，不但沒有進步

反而退步，2013年平均分數為 2.91，

但到了 2014年平均分數退為 2.76。

為何臺灣在女權整體表現優異的

情形下，「校園中懷孕學生之受教權得

到重視之程度」該項指標卻是不進反

退？另一方面，臺灣於 2007年簽署加

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並於 2011完成立法，於

2012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標示著我

國於女權議題不僅與國際接軌，並透過

女權即是人權
從校園懷孕女學生個案反思臺灣女性人權

宋宥賢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林顯明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公民科代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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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法展現臺灣在捍衛與保障女權

的努力。這樣的發展，我認為有必要

在臺灣整體女權進步發展的同時，檢

視表現較差的部分，並尋求可能建議

加以改善。對此，研究者透過從事教

職工作的友人所分享的校園未婚懷孕

女學生個案故事，進行探究分析並反

思個案處理歷程中仍有哪些可改善與

精進的部分。最後提出六項具體建議，

希望透過本文的拋磚引玉，讓更多人

關心此議題，也讓在校園中懷孕女學

生的各項權益獲得更完整的保障。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猶記這位來自單親家庭的中輟女

同學，家境貧困，而母親得肩負家計，

故較少關照到她。漸漸，本不擅學校課

業的她，從剛開始還能勉強待在班上，

到開始與同學閒聊、趴睡，甚至後來常

遲到，最後幾乎不來學校，難免外界會

對其貼上負面標籤，然對她來說，外面

世界豐富有趣，可滿足其愛好交友的

心。漸漸，她也開始結交一群懂得她、

欣賞她、和她一樣喜歡遊樂的朋友，

而一些不適切行為如抽菸、打架滋事、

教唆他人從事非法行為等狀況層出不

窮。漸漸，她少出現於學校周圍街道。

漸漸，她消失了……

在這歷程中，學校教師常感到無

奈，為不喜歡書本知識的她，開設相關

技藝課程，無奈她參與意願不高；為協

助其適應學校生活及期望其能建立更

適切價值觀，輔導教師多次嘗試建立

關係，無奈她築起高牆；學校為了她

曠課的問題多次與她的母親聯繫，無

奈母親只淡淡說自己很忙，難以顧及，

且難掌控她的行蹤。許多的無奈也讓

學校教師處理起來更力不從心。漸漸，

她的一切話題也在教師間的平日交談

中淡化，但她的身影仍在與她較親近的

學校教師們心中留有一席之地，久久，

仍會想起，並伴隨一絲不安。

當學校教師再看見她出現於校園

時，是她被當地少年隊攫獲，且因身上

有許多法律訴訟，已處被判保護管束

的狀態，但更為震驚的是—她懷孕

了！經輔導教師晤談，發現主因是未

與男友做好避孕措施，且已有三個月

以上身孕，而其也該思索並抉擇要好

好在學校學習或至中途學園學習以承

接後續生涯規劃，後來她決定並期望

能持續穩定至校上課。然而，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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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肚中的孩子，她很堅持想要生下來，

只因這是她與那校外男友 「愛的結晶」。

對於校方，樂見這位女同學能回歸

校園生活，亦期望能給予協助，以利其

學習相關技藝技能，培育能力並協助其

做好未來生涯規劃及與中途學園間的

申請聯繫。然對懷孕一事，亦讓校方

頗為心煩，究竟要如何妥善處理此問

題，又能兼顧其受教權？在此歷程中，

出現許多不同聲音，有教師堅持此為

一生命教育機會，且應捍衛其受教權，

故期望能讓其回到一般教室中學習；

也有教師認為其回到一般教室學習則

會引起校園騷動，學生可能過於關切或

受其影響，另更得應付家長團體質疑聲

浪，故認為不應讓其回到教室中學習；

更有人認為她未婚懷孕非適切行為，

且擔心學生間相互模仿，故期望她能

回家休養。

最後，校方為兼顧其受教權與降

低紛爭，故徵求女同學及其家長同意，

讓女同學於懷孕期間，將其留在行政

處室中並開放一隱密空間讓其進行替

代學習，如手工藝製作、繪畫、美容、

電影欣賞等，或補強其學科知識，並協

助建立兩性交往如何保護自我等知識，

亦與女同學討論後續學習與生涯規劃。

然而在這歷程中，亦會發現礙於資源

較為不足，校方無法專門提供女同學

相關技能培養；且為降低其未婚懷孕

事件曝光，引發後續效應，故也避免

讓她參加既有的多元課程，而因待在

學校無法從事其他學習，較為無聊，

故女同學偶爾也會請假，校方也默許，

只期等待預備分娩的階段時，能「無

縫接軌」讓她回家休養，於生產後再

至中途學園做後續學習。

由此故事反思，雖可想像校方在

處理此事件的棘手程度及為難處，卻

可以發現校方從一開始處理此事件時

所考量的立場中就已失去性別平等的

重要精神：即想降低女同學公開懷孕

事實後的紛爭，這也隱含了教育單位

對於未成年女性懷孕一事，仍存有社

會刻板印象，認為未成年女性懷孕行

為可能是自身性觀念紊亂、不自愛、

道德低落、家庭功能不彰等，甚至可

能伴隨其他行為問題。

若換位思考，發生類似事件時，我

們又如何看待事件中男同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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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校方又會如何處置男同學？似乎

男同學比起懷孕女同學所承受的社會

輿論壓力來得輕，且社會給予的標籤亦

不如女同學來得負面，而往往懷孕一事

對於女同學來說，造成的後續身心影響

及生涯規畫有著更大的傷害，且基於

華人社會仍較存有保守、家醜不可外

揚的觀念，對此議題認為應隱而不談，

因而更影響未成年懷孕女性可能認為

自身因是女性，更不能有未成年懷孕行

為，且此行為不應外揚，避免招致不必

要的評價，更深的不平等便由此而生。

研究者認為，與其消極處理此事

而抹殺其受教權利，我們更應積極提

供友善支持及關注此歷程背後隱含的

性別刻板議題，並用正向觀點看待，

危機即機會教育。回顧上述學校處理

方式並結合研究者自身專業經驗，統

整以下幾點建議。

給予校方及教師端之建議

一、 落實性別平等觀念與性別平等委

員會處理機制，重視懷孕學生受

教權，且適時協助學生與監護人

溝通，釐清彼此權利需求，創造

共同對話空間：

我國教育部頒布的〈學生懷孕受教

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其中第五點

法規明文保障懷孕學生受教權，而校

方不該為避免後續爭端而罔顧其受教

權，故學校端乃至整個社會皆得重視法

律規定及背後立意，而非以隱晦態度、

刻板印象看待此事。

從上述案例可發現校園對於性別

平等概念須更加落實，相關主責單位

如輔導室、學務處以及各領域教師等，

除平時對學生透過相關的性別平等概

念宣導及融入性別平等概念進行課程

的設計與實施外，更須注重到透過相

關知能研習以協助教職同仁性別平等

概念的解構與重新建構。更重要的是，

對於教職員及學生常忽略的未成年懷

孕學生相關議題仍須多加著墨，如背後

潛藏的性平議題、未成年懷孕學生受教

權的鞏固、如何提供友善支持的校園

環境議題、校園未成年懷孕學生的處

理流程建立與各單位相關權責劃分等，

皆須要宣導與討論，以便事情發生時



56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74

教 育 現 場 女權即是人權：從校園懷孕女學生個案反思臺灣女性人權

能妥善處理。

另基於確實保障懷孕學生受教權，

且避免如上述案例出現校內教師紛雜

的意見而左右校方的處理決策，故依

照〈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

要點〉規範，須成立工作小組，以啟

動既定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流程，

整合分工，提供懷孕學生所需之服務

及協助。另也得進行相關法定通報，

讓更多外部社會資源予以協助。此外，

於歷程中，工作小組人員也需時刻反

思提供的處遇有無顧及學生受教權及

有無隱含性別不平等議題於其中，方

能真正提供協助。

從上述案例，亦會發現學校端及女

同學因擔心事件曝光的後續效應，故選

擇低調處理，然此也影響了相關資源

的引入及強化了女同學再次體認性別

刻板的汙名（如認為自己不自愛，此

事不該張揚），故針對此狀況，主責之

輔導教師應運用輔導策略與技巧同理

個案，並協助其了解通報用意與程序，

以釐清與澄清個案的擔心，另也協助

其與監護人端進行溝通，盡力將責備

化為關愛並面對事實，且依狀況需求，

召開學校、監護人及學生端的三方溝通

會議，釐清懷孕事件處理的需求目標，

及後續處理方向等，從中釐清彼此角

色與責任並試行之，並協助消弭影響

懷孕學生受教權之相關阻礙，以利權

利鞏固及伸張。

二、 化危機為機會教育，透過校園及班

級輔導，協助學生建立健康安全

的性知識及適切的性別平等概念，

亦關注懷孕學生的校園生活適應

及懷孕相關知識建立，及教師相

關專業知能精進：

青少年階段的懷孕學生，多半時間

仍於學校生活，其最擔心的即為校園

中同儕、師長用何眼光看待其日漸豐

碩的肚子（謝佩娟，2009）。而為協助

懷孕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及維護其受教

權，研究者認為學校主責單位亦可運

用全校集會時間，視需求結合外部資

源如各縣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醫

療機構、相關政府單位或民間基金會，

及教師自身專業知識等，共同規劃全校

輔導或主題活動，或可運用活動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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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媒材，將目標放於刻板印象的解構、

性教育及性行為之影響，與未婚懷孕

相關生理／心理知識及法令規範等，

亦可宣導健康安全的性行為與性態度

之重要性，另得聚焦於如何建立友善、

溫暖接納態度對待懷孕學生及相關迷

思澄清，此外，或許適時讓懷孕學生自

我表達或透過他人傳達其之擔心及期

望亦是重要部分，並消弭自我羞恥感，

以建立正向態度面對後續生活。

再者，與其努力避免事件曝光，校

方更可嘗試尋求家長會與教師會的協

助，共同思考應變方法（如可發一封給

家長或教師的信），促成機會教育。此

外，懷孕學生隸屬班級亦視情況進行班

級輔導，以增進同理與協助懷孕學生

的相關知識方法及態度、並重視其之

福祉，以協助融入班級生活，並減少

歧視行為產生，甚至亦可透過此機會，

檢視及改善校內硬體設備的安全性及

便利性，以盡力提供安全友善的校園環

境以利懷孕學生安心學習及生活。此

外，教育當局亦可適時開設懷孕學生

輔導相關研習課程或引介相關資源給

予教師協助，而教師亦得省視自我對

懷孕學生的想法及刻板印象，並強化

性別平等概念，以利更能維護其權益。

三、 提供懷孕學生相關輔導諮商及孕後

的生活規劃，亦統整內外部資源

的連結及運用，以協助懷孕學生，

且重視其受教權利，提供多元學

習策略及評量方式：

戴嘉賢等（2013）於研究我國懷孕

少女輔導策略時，發現懷孕少女受懷

孕影響，普遍缺乏伴侶、家庭及同儕

等支持，且多數懷孕少女得知懷孕後，

有震驚否認及害怕等心理反應，故學校

端應協助懷孕學生以下狀況（李德芬，

2005；戴嘉賢等，2013）：

◎校園生活適應、心理調適。

◎懷孕期間和孕後生涯規劃（如懷孕

期間請假需求、決議持續就讀或轉

至中途學園就讀、孕後新生兒與自

我的居住安置狀況、生活規劃等）。

◎釐清相關抉擇與影響（如堅持生下

或決議墮胎等）。

◎相關懷孕衛教及性教育知識的建立。

◎懷孕學生行為背後議題探究（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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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家庭失功能影響，使自我渴望

情感、認同不適切行為等）。

◎同理其懷孕引發的罪惡焦慮狀況。

◎相關懷孕衛教及性教育知識建立。

◎新生兒扶養責任與歸屬、及經濟和

學業之兼顧。

◎伴侶與自我的相關法律責任及扶養

分工。

◎懷孕青少女及青少年之輔導諮商、

及其監護人之親職教育。

◎決議墮胎後的生活規劃。

學校得視情況引進相關資源或運

用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進行轉介或後

續輔導諮商，並提供相關福利申請資

訊及協助資源網絡統整，如提供諮詢、

衛教、福利申請、醫療檢查、學習、收

容安置、社工服務、工讀等資源、及協

助其家庭與人際支持網絡建立、親子關

係修復，並協助其了解教育的重要性，

且適時善用個案會議與資源網絡連繫

會議邀請相關資源及學校、監護人、懷

孕學生端共同評估及檢核對於懷孕學

生的輔導方針與其需求間的滿足狀況。

而在學習方面，為協助懷孕學生

持續學習，除予以評量目前學習基準，

視其學習狀況給予相關補救教學以接

續回至原班級做學科學習外，亦可針

對其需求爭取相關資源，如政府資源、

各縣市職訓中心、鄰近高中職端、社區

資源及相關政府民間基金會、中途學園

合作，以開設符合其性向、興趣及未來

生涯規劃、職業技能增進的多元適性課

程或給予其學習相關職業技能或轉介

就讀的機會，以利其能增進自我才能，

以因應後續生活規劃，另在成績評量部

分亦可考量懷孕學生學習及身心狀況，

開放多元評量方式，如作品成果展現、

報告評量、檔案評量、課程參與評量

等，讓其可適性展現自我能力與學習狀

況。此外，為維護其受教權與考量其生

活照料，政府單位可嘗試發展相關處遇

模式如在家巡迴教育、彈性修課模式，

及統整多元教育相關師資，以利真正

能照顧到懷孕學生需求。

　　

給予主管機關端之建議

教育主管機關需注重學校端的通報與

實際需求，另政府當局可評估成立國

家及地方之性別平等與懷孕學生相關

專責組織，以強化資源垂直水平之連

結與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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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管單位須重視學校端的通

報狀況，對於學校端非僅要求報告檢

討，而是真能通盤了解學校端在處理

懷孕學生事件上之需求並適時關心追

蹤，且提供相關資源支援及策略指導，

以成為學校端的有力支柱。

另承前所述，政府單位亦可審慎

評估中途學校、收容機構於協助懷孕學

生歷程中扮演的角色與任務，另可仿效

英國政府成立青少年懷孕局（Teenage 

Pregnancy Unit）此統一組織 （Dennison，

2004；引自翟宗悌，2005），經學校或

社福機構通報後，便進入此系統組織

專責協助青少女與青少年懷孕事件處

理及資源統籌，除強化資源的有效運

作及分配，並提供各項福利予以協助

辦理。另外，此組織也可集結資源及

籌設似懷孕青少女與青少年社區照養

中心，於其中提供相關密集且完整的

服務如學習資源、社福資源、住宿及

健康照護、托育及育兒教導、親職教

育與輔導諮商、相關教育資源等，以

朝著協助其於政府及家庭的支持下，

往獨立自主的方向邁進。

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個案的經驗反思提出建議，

雖每個個案都具獨特性，處理方法亦有

差異，然研究者希望能透過此案例進一

步改善學校內懷孕女學生的處境並保

障其相關權利；在女權即是人權的普

世價值下，唯有有效地將家長、學生、

學校、政府與社會資源進行綜合統整，

才能創造一個多贏並且保障女性人權

的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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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進入高醫性別所就

讀，為了助學金的時數，

我選擇擔任老師的課程助教（TA）。由

於所上老師開設的大學部通識課程，

會需要助教協助帶領討論，過程中，

我發現自己非常喜歡跟同學互動，之

後幾乎每學期我都會擔任 TA，時間久

了，老師也讓我嘗試主講某些特定週

次、練習帶課，透過一次次的課程，

漸漸培養出我對教學的興趣。

畢業後，因緣際會下我獲得在臺

南應用科技大學開設通識課程的機會，

正式踏上我的熱血新手教師之路。

開發─獨當一面的課程設計

初入教育界，首先面對的就是如

何設計課程？我參考了以往自身修課

與帶課堂討論的經驗，初步設計一套

以「多元」為主軸的課程概要。第一

個學期我一邊實施這套試驗課程內容，

一邊觀察同學特性，初步發現技專院

校的同學，相較普通綜合型大學同學，

似乎更為「彈性」，舉例而言，以同樣

的帶課方式，技專院校同學的反應相對

活潑，相對也較勇於表達自我的感受

與想法。 此外，由於技專院校內的多

元性，我認為亦影響了同學們對於「多

元」的想像與寬廣度。然而，在論述理

解與分析能力上，技專院校同學與普

通綜合型大學同學相較確實稍弱了些，

需要透過更多實例與更白話的表達，

方能達到較好的理解；也需要透過更

多的引導與練習，才能培養基本分析

能力。

因此，隨著時間推移，我適時調整

課程設計，加上每學期同學不同的回

熱血新手教師的性別平等教育旅途

林彥慈（Ryan）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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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最終設定在期中考之前安排基本性

別概念。除了帶領同學接觸性別理論之

外，亦在每週課程內容配合不同的小作

業，讓同學在課堂結束之後練習應用，

例如談到身體、整型、重塑女體等，

就讓同學們從課後開始觀察生活中有

那些現象、議題與之有關，除了記錄之

外，也請同學練習將課堂學習到的論述

與觀察事件連結。我用這樣的方式讓同

學培養、習慣隨時帶著性別之眼看待

這些原本「理所當然」的生活。此外，

我安排在期中考週要求同學寫下自己

與性別相關的生命故事，並將這些理

論概念應用其上，除了連結論述之外，

也讓同學練習從自我的性別生命經驗

開始解構，重新理解這些經驗的內涵。

期中考之後則因應課程目標「多元」，

開始帶入不同類型的族群，諸如陰陽

人、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BDSM

實踐者、性工作等相關議題，並且結合

時事、相關文本在課堂上與同學討論。

在教學方法上，除了基本的影像、

文本搭配之外，我帶入「真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的概念，邀請各個不

同族群內部朋友到課堂上與同學進行

對話，直接接觸與了解，讓同學有非

常高的衝擊性。

「真人圖書館」源自於北歐丹麥，

創始人為 Dany Abergel、Asma Mouna、

Christoffer Erichsen、Thomas Bertelsen

以及 Ronni Abergel。最初發想來自這

五位年輕人反對暴力的運動訴求，他們

認為社會上多數的歧視與傷害，源自

於「無知所造成的恐懼」，要消除這些

恐懼需要細緻的理解，而「真實接觸」

則是邁向理解的第一步。

但是真人圖書館的操作過程，最擔

心的就是淪為動物園般的「獵奇」心

態，如何說故事，但又能夠穿插帶領相

關討論議題，著實是一大挑戰。此外，

也必須引導聽眾（同學）思考這些故事

與自己的連結為何？自己又能夠為不

同族群做些甚麼？這都是我和「圖書」

們不斷商討的內容。

在真人圖書館的議題選擇上，我最

初的設定僅有陰陽人、跨性別，一開始

的發想是因為這幾個議題是同學們在

日常生活中較不易接觸的族群，相較於

同性戀朋友，陰陽人與跨性別族群是更

加隱密且不願曝光的族群。以跨性別為

例，即使性別置換成功，也不一定會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出櫃，多數性別置換

成功的跨性別者，會選擇低調與隱藏自

我。陰陽人則是更加隱匿的議題，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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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根本不會思考到生理性別還有 XX

與 XY以外的選擇，即使自己可能是陰

陽人個體，也往往一直到某些時刻身體

出現異於常人的情況，才可能做基因篩

檢；社會上多數人並不會主動做基因

檢查，要如何肯定自己就是絕對的 XX

或 XY？因此最初設定議題以陰陽人與

跨性別族群做為真人圖書館的主軸。而

在後續的課程進行中，由同學的課堂回

饋與學期報告中我發現，除了陰陽人與

跨性別之外，雙性戀、性工作、BDSM

也是同學們好奇卻陌生的議題。因此，

最終我的真人圖書館以這些議題為主：

陰陽人、跨性別、性工作、BDSM、雙

性戀。儘管如此，每學期仍然有彈性調

整的空間，除了必須配合「圖書」們有

空的時間之外，我也希望這門課是由

我和同學共同完成，針對同學們好奇、

想要了解的部分出發，給予相關資訊，

而非由高向下、有層級式的單方面傳

授。在不更動課程主軸的前提下，我

也保留了部分讓同學可以討論的空間。

以陰陽人和跨性別為例，除了這些

族群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隱密之外，也希

望透過這樣的安排，讓同學反思這個社

會的二元僵化結構，從生理性別的二元

對立，到心理性別的僵固想像。另外，

也希望同學能夠思考個體如何在僵化

的結構內部，拆解、鬆動甚至重新建

構以影響社會，例如從日常生活中的

語言、待人處事、文字使用等等小細

節，皆可練習營造友善多元性別環境，

這是期望同學在經過這些議題洗禮之

後能夠有所嘗試之處。

再以雙性戀議題而言，原本並未設

計為真人圖書館，是因為當初我預設：

目前的大學生，可能對同性戀、雙性戀

議題並不陌生。最初進入教學現場時，

會發現同學們認為同性戀與雙性戀「見

怪不怪」，因此剛開始並未設計雙性戀

議題進入真人圖書館；但後續在課堂

回饋以及同學報告中發現，同學們對雙

性戀充滿誤解與污名，例如認為雙性

戀是尚未弄清楚自己喜歡男生或女生、

雙性戀很吃香、很擔心雙性戀伴侶跟別

人「跑了」、雙性戀很髒等等。因此，

後續決定將雙性戀排入，讓同學有機

會真正了解雙性戀。

接著，在某一學期許多同學選擇

期末報告的主題是談論援交議題，搭

配當時剛好有一些新聞報導（太陽花

女王事件、阿基師事件、九把刀事件

等），我閱讀之後發現同學們對性工作

同樣充滿狹隘且偏頗的刻板印象及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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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如認為性工作者都是不得已的、

一定要插入式性行為才算性工作、一般

「正常人」不會想要從事性工作、性工

作者容易得性病、援交的那些女生金錢

價值觀都有問題等。我透過各式各樣的

人脈管道，找到一位曾經在八大行業工

作過的朋友到課堂上與同學談論何謂

性工作、性工作的種類、各式各樣的困

境與阻礙、性工作執業人員所需具備的

「專業技能」、性工作者的污名化等相

關議題，期望同學能解構性工作污名，

重新用正向、多元的視角認識性工作，

並且用這些新的角度看見日常生活各

種文本當中對性工作的污名化與歧視。

最後，我在課堂中談論好性、壞性

議題時，發現不少同學的課堂回饋在

想到壞性時的舉例都是 SM，同學們會

認為「正常人」怎麼會拿皮鞭、蠟燭、

綑綁來當作性愛的情趣呢？「正常人」

怎麼會覺得那種一看就很痛的事情會

是一種樂趣？當我發現同學們幾乎一

致認為 SM是一種「不好的」性時，我

就決定將其安排進我的真人圖書議題

當中；況且，同學們只看到「SM」，還

不知道有「BD」呢！因此，我與臺灣

BDSM團體「皮繩愉虐邦」聯絡，皮

繩安排講者入班分享，當中也包含了

BDSM的歷史、文化、污名、分類、

玩法、原則、注意事項、困境等，甚

至帶了示範器材到課堂讓同學實際體

驗，讓同學們大吃一驚。不少同學課

後回饋都覺得，原來 BDSM其實跟自

己想像的不太一樣，亦有少數同學私

下告訴我，其實他／她本身很好奇（或

者已經是實踐者），但一直苦無管道了

解或是抒發感受，上完課讓他／她們重

新跟自己對話，尋找自我想要的方向。

挫折─真人圖書館的挫折碰壁

在我目前短短三年的教課生涯中，

最大的挫折與困難，無非就是刺激同

學發言與討論，幾乎每個學期都會遇

到這個阻礙；另外則是在實施真人圖

書館的課堂，容易發生無法引導同學

共鳴的情形。

其實，在真人圖書館的教學上，最

大的挫折就是剛開始時無法讓同學產

生共鳴，僅僅讓同學做出「好辛苦／好

可憐／我們要尊重」這類政治正確但

距離遙遠的回饋。換句話說，剛開始

施行真人圖書館的時候，在班級回饋

中經常出現類似「獵奇」、「窺探異己」

的心態，例如出現「原來世界上真的

有跨性別者」、「他們都好辛苦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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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要鼓勵她／他們勇敢做自己」，

但這卻是我擔心的一點：這樣的反應

是一種政治正確且完全忽視結構性壓

迫的回饋，更有同學是一種位居優勢

地位者高高在上的憐憫姿態。我希望

同學可以透過真人圖書的經驗分享，

看見結構性的壓迫，並且與自己的經

驗聯結產生共鳴；甚至期許同學可以

由自身經驗出發反思，進一步思考自

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打破不平等、

營造友善環境。

修正─教學相長的師生關係

前述挫折都需要透過大量的溝通

與對話，並且配合每學期的各班特性，

才能有較好的操作。

有關真人圖書館在課堂中的進行

模式，初期我採用的方式比較簡單，

即是「圖書」們先分享自我生命經驗，

後半堂課再由我授課講解這些族群當

中可能包含的理論與相關議題；後來

發現同學們的回饋通常只記得生命故

事，與論述之間的連結產生斷裂，剩下

政治正確的回饋。於是，我與「圖書」

們討論，除了經驗分享之外，也需要

穿插搭配該經驗可談論的結構性議題，

並且藉此刺激同學思考這些議題與自

己的經驗是否有關。例如，當跨性別者

談論到年幼時與其他人的不一樣，可以

引導同學思考自己是否在人生經驗中，

曾有與他人不一樣且感到慌張、甚至受

到排擠的經驗？跨性別者對自己身體

樣貌的追求，與主流社會大眾的醫美

整形是否有其連結？再將層次拉高到

有關主流社會對身體的規範，同學就會

發現這些議題其實跟每個人都是息息

相關。另外以 BDSM為例，則會在論

述 BDSM的污名化時，會連帶討論被

建構出的「疼痛」，「圖書」會以按摩為

例，讓同學思考平常去按摩，多數也會

感受到疼痛，但同樣是疼痛，按摩的

疼痛卻被建構成是「舒服」，BDSM的

疼痛卻被建構成「異常」，更何況多數

BDSM實踐者是有大量協商與溝通下、

可接受的「疼痛」；在「圖書」們分享

結束之後，我再視情況，補充其他在

分享當中沒有提及的理論。與「圖書」

們大量討論和練習之後，實際到課堂

上實施，同學回饋明顯改變，開始出

現從自身經驗出發與論述連結的回饋。   

例如曾有同學在回饋中寫自己因為從

小身形較為肥胖，遭受訕笑與霸凌，這

些跟跨性別「圖書」所分享的自我身體

意象追求相關，這位同學寫道：「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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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社會對身體的規範若是沒有鬆

綁的一天，社會就一天無法接受那些不

符合標準（包括不男不女）的身體？」

這樣的回饋是在調整之前從未看過的。

我與「圖書」們觀察下來，認為這樣的

分享方式對於引領同學反思更有幫助，

因此最終定案以此方式為主。

至於課堂氣氛帶動的部分，除了前

述特別沉默的班級之外，幾乎每一個班

級都會有一兩位與我比較熟悉的同學，

可能在課堂中較會主動與我對話，課

後也會留下來討論問題或是與我閒聊，

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難之處也會與我討

論，這些同學往往也是我修正自己課

堂授課方式的資料來源。

剛開始刺激同學在課堂上發言，

我採用「加分」的方式，也就是每發

言一次就加平時成績一分，後來發現，

這樣的方法變成每次課堂發言都固定

是那幾位同學，無法再讓更多人參與

討論。該學期就有同學私下與我聊天

時，談到這樣的做法容易讓其他比較

害羞（或是不習慣發言）的同學感到

有壓力，甚至會對那些較敢發言的同

學抱有「那麼厲害就都給妳／你講就

好了啊」的負面感受。後來我便修正

方法，不再以加分作為誘因，改採課

堂中隨機抽點的方式，鼓勵同學發言，

並且無論同學的發言長短、是否切合

問題，皆先採取肯定的態度，再給予

其他回饋。另外一種方式，則是在每

堂課最後，預留大約五到十分鐘，要

求同學必須給予數個回饋或問題方可

下課，可以指定依照排數或人數分配，

再讓同學自行發問。修正之後的方式，

的確較容易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發言，

因為以正向的態度回饋，會讓其他同

學知道，「無論答案好壞、長短、有無

貼切問題」都不會直接被否定、責罵，

時間久了，其他同學慢慢也會願意嘗

試發言。

隨著教學經驗以及與同學交流的

次數增加，我慢慢發現課堂上的沉默，

有時並不代表同學並未思考，反而有

可能是陷入沉思，或跟隨著我的引導

正在整理自己腦中想法，所以才會沒

有反應。對此，我採用另一種方式來

引導同學把腦中的思緒想法呈現出來

―與我寫「交換週記」！在學期初，

我會邀請同學準備兩本課堂筆記本，

每週的課程結束之後，依自己的意願，

在下次上課之前，將所有課程當中的思

考、衝突、拉扯、翻轉等等，運用在日

常生活當中，並寫成類似觀察筆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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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紀錄下自身內在思考，尚無法運用

者亦可），於下週課堂結束時交給我，

我會在閱讀後手寫回饋。此方法我並

未強制執行，原因僅單純為並非每位

同學皆投入課程，我希望將寶貴的時

間花費在認真投入且思考的同學身上，

況且因為時間拉長，願意寫週記的同

學，往往每篇都長達數頁，我需思考給

予回饋的時間相對增多。不過，即使

並未強制執行，每班願意參與的同學，

也約莫在十到二十位左右，平均占總修

課人數 30%至 50%。曾經有同學在學

期結束後，私下告訴我：「第一次遇到

可以寫交換週記的老師，除了感覺很

酷之外，我每次這樣寫，真的都會更

刺激我的思考；一學期下來我都覺得

我越來越習慣看待事情的時候，把性

別、多元的觀點放進去一起看了耶！」

對我來說，這無疑是一大成就感。

不過，必須謹記，每個班級都會

有其各自的特色，某班適合的方式並

不代表在其他班級同樣合適，故仍須

依照每學期的各班特性做適度的修正，

才能達到良好的課程知識傳達，同學們

也才能有較好的吸收。因此在每學期要

正式進入真人圖書議題之前，我都仍

然會花費不少時間與「圖書」們溝通，

針對當學期課堂的同學特性調整不同

的課堂進行方式。

特色─熱血教師的課程風格

在授課方法上，我一向秉持著用最

簡單的方式讓同學理解議題，並且用各

種方式讓同學對課堂產生興趣。我認

為如果無法讓同學產生興趣，那讓同

學理解議題並投入課堂的機率相對就

更低，所以我授課方式除了基本的生

動活潑之外，還運用大量同學習慣的

素材，諸如當紅的電影（劇照）、歌曲

MV、網路當紅文章、新聞媒體的文字

或是動畫等等，每堂課找不同的素材，

有時候是搭配理論讓同學較容易理解，

有時候是在談完理論之後作為同學的

課堂練習，試著討論這些素材和論述

之間的連結。例如，談論浪漫愛想像，

我就播放當時最流行的偶像劇片段，讓

同學思考這當中的浪漫愛元素，如何

影響每個人對愛情的想像。用這樣的

方法讓同學習慣從日常生活當中取材，

看見與性別相關的議題，而不是死板

的從理論背誦學習。

另一種方式是讓同學產生「切身之

痛」感受，以一個剛實驗過且非常成

功的班級為例：在學期初我都會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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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別論述，當中也會提到標籤與

污名，以往我如果單純教授污名的相

關論述內涵，同學們只會表面上理解，

但都會說自己很尊重別人不會貼別人

標籤、不會受到污名化的影響。因此

上學期我在夜間部課堂進行實驗，課

前我蒐集許多主流社會對於技職體系、

夜間部的污名標籤。在課堂開始的時

候，我僅在黑板上寫下「刻板印象」、

「標籤／污名」等字，接著詢問某一位

同學「你／妳為何來唸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同學回答因為考上了，我再

接著問：「為什麼不是考上成大？不是

臺南大學？」同學嘻笑著說因為自己

成績不夠，我就接著說：「所以你／妳

就是不愛唸書囉？」該位同學立刻臉

色一沉；接著我再問另外一位同學：

「為什麼來讀夜間部？」同學表示因為

白天要工作，我就說：「那幹嘛不好好

工作就好？為什麼要來唸夜間部？」

同學說因為要取得學歷，我立刻說：

「喔，難怪要來唸夜間部，夜間部就是

很好混對吧？那麼輕鬆，就是來洗學

歷而已啊！」整個大約十五分鐘的對

話，我將蒐集到那些對技職體系夜間

部同學的標籤與污名納入其中。當看

到幾位同學充滿怒氣的時候，我停下

來，並詢問同學的感受，讓同學表達

憤怒、受傷、委屈、不滿等感受之後，

再告訴同學：「這就是標籤和污名的一

種表現方式！」接著再舉很多我帶過

非常優秀的夜間部同學的故事，最後

再將標籤與污名議題延伸到不同族群、

社會制度與結構面，讓同學理解標籤

與污名的無所不在。在那堂課結束後，

同學寫的回饋幾乎清一色充滿震撼，表

示自己從未想過原來自己一天到晚也

在貼別人標籤、受到社會污名化某些

群體的影響，連帶複製了污名與歧視。

另外，我的課堂規矩很少，只有

二至三個基本要求：不影響其他同學、

尊重我、尊重講者們。所以在我的課

堂上，我可以接受滑手機（但要求靜

音）、可以吃東西喝飲料（要求安靜且

不要吃太香的食物）、可以睡覺（要求

不打呼流口水）…等情況，只要不影響

其餘想上課的同學，我一概不嚴格要

求，因為我認為不認真上課，是這些同

學自己損失。唯一會嚴格要求的課堂，

就是有真人圖書們來課堂上，我就會準

時鎖門以避免遲到同學影響課堂進行，

並且嚴格要求禁止錄音、錄影、拍照

等情事。剛開始實施這樣鬆散的課堂

規範，我亦擔心課堂規矩是否會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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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但實行下來發現，同學彼此之

間會默默形成一個隱藏的規範，甚至

會互相提醒不要踩到我的底線；有些

同學期初上課滑手機、睡覺，但在課

堂過程當中被我引導出興趣，最後也

認真上課至期末。

還有，我上課幾乎不點名，也不

希望自己只能靠點名將同學留在課堂。

在期初我都會告訴同學，大家都已經成

年、學費繳了，要不要進教室是大家自

己的責任，我接受翹課，但若要翹課就

勢必會付出代價，端看同學是否能夠

承擔。或許是我上課風格活潑不死板，

也或許是我安排的議題讓同學們感興

趣，因此即便我不點名，到課率也幾

乎都有七至八成。

這些做法讓同學們感到很驚訝，因

為跟一般老師的習慣都不同，會讓同學

們有種「這老師不按牌理出牌」的感

覺，也因為這樣，同學們普遍覺得我比

一般老師親近，較容易與我建立亦師亦

友的關係。修過課的同學，不少都在課

程結束之後持續聯絡，保持著像朋友一

般的聯繫。也是因為這樣的上課風格，

許多性少數的同學會選擇在報告中、私

底下跟我出櫃，有些是找我談談生活當

中的困境或煩惱，有些則是偷偷感謝

有這樣的課程，讓她／他們可以有機

會減少受到歧視的可能。而不管是不

是性少數的同學，只要有同學私下與

我聯絡，只要沒有違反同學權益、違

反法律等相關情事，其餘皆盡量保密，

以維持同學對我的信任。舉幾個反例，

曾先後有三位同學與我聊天，一位是

未婚懷孕尋找終止懷孕的資源，一位

則是重度焦慮與憂鬱症合併自殺傾向，

一位則是遭受家人性侵，這三位同學

我都立即通報，讓校方能夠掌握同學

狀況並給予合適資源及輔導。

回饋─熱血同學的課程回饋

修課之後的同學回饋，幾乎都非

常正向，僅少數同學仍然無法接受相

關議題的內容。多數回饋都認為，經

過真人圖書館的課堂，會更了解與認

識該議題，透過這樣的接觸，能夠看

見差異（我們與他們的不同）、理解差

異（為什麼會有這個不同？社會建構？

社會制度？天生？後天？…），再從差

異當中看見相同（我們其實都受到這

些制度的影響），從這樣的相同當中發

展出真正的尊重。最終的目標是希望

同學能回推自身經驗反思，並思考自

己日常生活當中可以「做什麼」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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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真人圖書館官方網站：http://humanlibrary.org/。

構這些結構性的歧視與壓迫（如果身

邊有人拿別人的性傾向或性別氣質開

惡意玩笑，可以怎麼做？如何在職場

協商性別角色？如何在自己的位置營

造多元性別友善的氛圍？）。雖然人數

較少，但平均一個班也會有一至二位

同學，能夠反思自我並期許自己。

未來──莫忘初衷的熱血教師

我的課堂最大的特色，就是真人圖

書了！經過三年的教課，我已經培養了

一群固定的「書庫」，共同為了臺灣的

性別平等教育努力著。剛開始安排真

人圖書館，最擔心的就是校方是否會

有其他想法？尤其這些議題在主流價

值觀中十分特殊。最初我並未在學校

課程系統上寫明我的教學方式有真人

圖書館的內容，除了擔心被校方阻止，

另外也因還在實驗階段，不曉得同學反

應為何。首學期實施後，從同學回饋中

發現這樣的教學模式與一般授課相較，

能更引導同學反思，我就決定將真人圖

書館正式作為每學期的授課模式。某學

期受通識教育中心邀請報告教學成果，

我就將真人圖書館作為報告的重點，本

以為可能會有許多質疑聲浪，沒想到校

方認為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特殊也很

有意義，告訴我可以在往後學期開始之

前將相關計畫交給中心，讓中心可以協

助安排經費（在此之前我都是自費補貼

這些圖書們的交通費與講師費）。在報

告結束之後，心中著實放下一塊大石，

最擔心的部分其實並沒有自己想像的

嚴重，也或許，我是幸運的新手教師。

在教學這條旅途上，我將持續這

樣的教學方式以及與同學相處的風格，

也會在能力範圍內，持續不斷推動真

人圖書館教學方法。同時，我也知道

結構的影響力驚人，不管在甚麼領域，

很多人的滿腔熱血到最後往往被消磨

殆盡，被結構收編；我尚未找到持續

提醒自我莫忘初衷的方式，但未來這

勢必成為我的功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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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緣起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自 103年起參與

「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

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希冀

藉由一系列活動，將性別主流化的觀

點帶進校園，提升學校教職員工生之

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性別平權與建置

性別友善之校園。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6條所

示，學校應設立性平會以統整、規劃、

研發、調查及辦理校園內各項與性別平

等教育有關之計畫、課程、案件與活

動，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

空間，及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

平等教育事務。以性平法的精神而言，

校園性別主流化的推動
記「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務運作與經驗座談會」

性平會應是學校推動性別主流化、促進

性別地位實質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

多數時候，性平會往往被視為校園性

平案件發生時的處理機制，平時是「備

而不用」。

因此，為讓性平業務承辦人員了

解「性平會可以如何積極作為」、「性

平會如何推動性別主流化與性平相關

業務」，「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

務運作與經驗座談會」即是針對學校

性平會工作人員或執掌性平相關業務

之工作者，邀請三位具性別專業的性

平會業務承辦人分享實務經驗與策略，

希望透過各校的經驗交流發揮性平會

的功能，落實性平法與校園性別主流

化的理想。這三位與談人分別是：國

張雯婷
研究助理

楊幸真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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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彰化師範大學性平會承辦人許純昌、

國立成功大學性平會承辦人吳怡靜、國

立清華大學性平會承辦人陳盈真。本場

活動共進行兩小時，與談內容主要分為

三部分：各校性平會的組織編制與運

作機制（包括性平會在學校推動性別

主流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性平會如

何與各處室溝通、協調，辦理性別主

流化與性平相關業務）、性騷擾行為人

防治教育經驗，及性平課程推動經驗。

進行方式乃由主持人簡要開場後，三

位與談人分別引言，接著是綜合討論。

以下即針對座談會的討論重點，摘要

報導。希冀透過本文的記錄與分享，

達到另外一種經驗交流，促進性平會

的功能開展，為校園性別平等與性別

主流化之落實又向前推進一步。

性平會組織與運作方式：因校制

宜的積極運作

各校性平會依據學校性質與組織

架構，因而編制在不同單位之下。例

如：彰師大性平會、清大性平會設置

於秘書室／處，隸屬一級單位，兩校

皆設置一位專職人員處理性平相關業

務；而成大性平會則設置於學務處心

理健康及諮商輔導組，隸屬二級單位，

並有兩位專人專責執行性平會業務。

在各校性平會組織運作方面，除了性

平事件調查事宜外，清大性平會另配

合業務需要，舉辦性平會與校內各單

位聯繫會議。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平會

乃為校園性平事件的主要負責單位。然

而，與談人指出，許多時候發生校園疑

似性騷擾事件時，往往是學校其他單位

的同仁需在第一時間做出處理。例如，

若發生疑似廁所偷拍事件，第一時間往

往由校警隊或教官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但第一線人員是否知悉性平事件處理

的相關流程及處理方式，是否有相關的

性別知能與性別敏感度面對現場中的

相關當事人，都可能影響後續事件的

發展、性平會的調查與對相關當事人

的協助。清大的盈真分享該校的作法，

清大性平會在經過與各單位的聯繫會

議討論後，訂出一套「SOP」，並建置

一套「性平事件通報流程圖」、「性平事

件處理流程圖」及「性平事件第一線處

理人員備忘錄」 （註 1），用以解決第一

線人員面臨疑似性平事件時，卻不知如

何立即因應與處理的困境。以「性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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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第一線處理人員備忘錄」為例，此備

忘錄包含三個版本，分別為：「圖書館

備忘錄」、「生輔組備忘錄」、「駐警隊

備忘錄」。該「備忘錄」不僅協助第一

線人員面對校園疑似性平事件的處遇

流程及注意事項，同時，第一線人員

亦可協助當事人理解自身應有的權益；

另外，在「性平通報處理流程圖」、「性

平事件處理流程圖」中，明述各身分

別在知悉疑似性平案件時的處遇方法，

讓通報流程能夠更加順暢運行。

性騷擾行為人防治教育：從制度

面思考，結合各種資源

一般而言，校園性平案件行為人除

了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外，也需接受八小

時性平教育相關課程。彰師大的純昌以

協助行為人防治教育經驗為例，說明

如何從制度面上結合各種校內外資源，

進行性騷擾行為人防治教育，以及行

為人防治教育性平課程的樣態和評估

方式。針對課程而言，包括有演講（可

細分實體與線上演講）、校內外開設之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務運作與經驗座談會（張雯婷／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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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課程，或是併同心理諮商與輔導進

行。評估方式上，可分為：承辦人自行

評估、授課教師評估、性平會審查防

治教育績效（個別審查或會議審查）。

然而，由於這種推動方式較無過往的

經驗或實例可參照，在實際執行上仍

遇到許多難處。例如，行為人若接受

校內外性別課程，除了身分容易被辨

識出來（註 2），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未

必符合該案行為人之需求。儘管授課

教師有心盡力配合，但為兼顧課堂其

他多數學生之需求，往往難以針對行

為人防治教育量身客製。在評估方面，

若課堂人數較多，授課教師亦難以評

估行為人的學習狀況；倘若回到性平

會回報行為人防治教育的進度及結果，

則容易出現「性平會無從了解行為人

防治教育的實施情形及成效」的窘境，

或是性平會認為「只要有接受八小時

性平教育相關課程就好了」而草草了

事結案的情況，這些都是行為人接受

防治教育上困難之處。

純昌也提到，承辦人除了了解行

為人的需求、評估安排適合的課程外，

尚需與行為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溝通（若雙方當事人未滿 20歲），

並與行為人防治教育的授課教師商議、

說明；另一部分，承辦人需與校內性

平委員、校內其他相關權責單位、單

位主管及同事溝通、協調。由此可見，

承辦人在行為人防治教育中扮演關鍵

角色之外，制度面上該如何將行為人

防治教育落實且有效執行，是教育部

與性平會未來可以積極發展的方向。

「預防」勝於「治療」：融合性別

主流化精神推動性平活動與課程

性別主流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強

調在制訂各種政策、法規、計畫、方

案、課程或活動等等之時，就應該將性

別平等的觀點納入考量，而不是等到問

題發生，再來思考因應方式或解決之

道。易言之，是一種「預防勝於治療」

的觀念。因此，座談會中，我們也邀

請與談人分享他／她們在「事前規劃」

這方面的經驗與作法。

以成大為例，怡靜分享了該校性平

會在校園推廣性平教育與活動的經驗。

例如，成大性平會主動與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合作，成為校園內首設保險套

販賣機之國立大學，並帶動鄰近地區

大專校院跟進裝設之風氣。在性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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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議題的宣導、推廣與服務上，成大

性平會每年固定舉辦性別平等創意標

語競賽，以及舉辦性別論壇／性別影

展，活動包含了豐富多元的性別相關議

題：「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

「跨性別／變性者的生命故事」、「同志

的社會污名與抵抗」、「性、愛及親密

關係」、「性別與身心障礙」、「多元成

家／不成家」、「女權與自主」等等。

怡靜更提到，一般而言，學校性平活

動參與人員多為大學生，往往忽略了

在職研究生的需求。因此，成大性平

會特別針對研究生的性平教育設計「需

求調查表」，並發給各系所進行需求調

查，再依各系所需求安排課程與講師

（這方面還可與推動性別平等相關議題

之 NGO團體合作），利用研究生專題

研討的時間，以入班宣導方式辦理性

別平等教育專題講座。

除此之外，怡靜也提到在校園內

推廣性別課程／建置性別統計資料時，

常遇到的困境以及因應策略。怡靜指出

成大性平會協請教師在開設課程時，以

勾選的方式填寫「與性別有關之處」，

然而卻收到許多課程回覆「排球男」、

「排球女」，顯見教師對於「與性別相

關」之課程仍停留在男、女生理性別概

念。最後，性平會改善填寫調查的方

式，在題目旁加註「與性別相關課程

指標，意即課程內容包含性別平等教

育（反思並打破二元對立的性別規範，

提升性別尊重、性別平等意識）、多元

性別教育（同志教育、多元性別特質、

性傾向議題）、性教育（包括愛滋防治

教育）」等。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及反

思兩件事情：一是，校園內推動性平事

務與傳播性別觀點，不僅是性平會的責

任，校內各單位、主管、教師及學生都

參與其中，影響著性別平等校園的建

置。二是，在校園內推動性別主流化，

並非僅單純地將活動資料掛上「性別」

的字樣，而應反思「什麼樣的課程算

是性別相關課程？」或者「什麼樣的

活動算是性別相關活動？」；性別概念

雖不應仍只停留在生理性別，但生理性

別如何不被排除與納入考量呢？以及

在哪些學科與課程屬性之下，具有性

別觀點地認識生理性別知識也相當必

要呢？倘若因應生理性別差異，「排球

男」或「排球女」有異同的教學策略，

能不能算是「與性別相關」呢？這些都

是在校園內推廣性別主流化與性平活

動時可能遇到的問題，也是值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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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反思、細緻討論與發展論述之處。

回應與討論

在回應與討論的部分，有與會者好

奇「行為人防治教育的評估機制」如

何確切地落實？純昌以彰師大的經驗

為例說明，在結案前，他會先彙整性

平事件緣由、行為人進行何種防治教

育課程，並出具該課程教師簽具的證

明及評估表，以供性平會參考。然而，

性平課程「集體授課」與「單獨授課」

之間的差異，如前述所提，「集體授

課」的性平課程似乎未能真切地符合行

為人所需；再者，純昌表示在承辦性平

案件的經驗中，也遇過授課教師反映：

出具評估報告「有執行上的難度」。他

並以自身參與的經驗，認為單獨授課

的性平課程更能有效地落實行為人防

治教育，因為藉由一對一的性平課程，

教師更能理解行為人的困惑。例如：

為什麼這樣的行為會被認為是性騷擾、

為什麼這樣的言語涉及性別歧視等等，

並且能針對行為人需要協助的方向，

尋找適切的教材，據此規劃防治教育

課程，以了解行為人對於性別平等相

關概念的了解，及評估防治教育課程

的成效。

另外，針對性平案件的調查與處

理，有與會者提出《教師法》第 14條

（註 3）的規定，與實際執行有些落差。

一般而言，性平案件受理後，調查小

組於兩個月內完成調查，而《教師法》

的規定卻是「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再者，「情節重大」這部分要如何認

定？由誰來認定？這部分也出現不同

的意見。與會者有人認為「情節重大」

係由教評會認定，然而，亦有與會者

認為教評會並無相關資料，如何認定

「情節重大」，因此須由性平會來認定，

然教評會仍有權力審議是否停聘。這

部分則有與談人回應，該校的作法是

審議停聘程序需經過三級教評會，以

通過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後才停聘。

而許多的與會者都表示，應該將此問題

向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反映，

協請教育部函示相關法令與建議作法，

這樣學校才有具體依據及處理準則。

小結：具體落實專人專責，營造

性別友善校園

除了「性平會的組織運作」、「行為

人防治教育經驗」、「校園性平課程與

活動的推動經驗」外，本次座談會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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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焦點還有：制度建置上如何能讓

性平會運作得更好？性平會承辦人為

校內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業務執行者，

然而，卻因「身兼數職」，致使流動率

高，而性別議題往往不被視為一種「專

業」，也因此在校園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時，常不被視為是「專人」應當「專

責」之事。因此，三位與談人皆提到

「專人專責」的重要性，與會者多贊同

這樣的論點。

再者，三位與談人也提到，各項

有關性別課程、方案或計畫的推動，

常與校內各處室有關，以及需要各單

位之間的相互合作。倘若校內各處室

能有效且落實常規化運作，不將性別

相關事務視為額外的業務，亦是能具

體落實性別友善校園的有效方法之一。

此外，行政與教學單位之間若能時常

相互交流，承辦人透過與各單位之間、

教師或學生社團的合作，亦能讓性平

議題在校園內的推廣更臻完善，而非

如兩條軌道般，各自在前往性別平等

的路上行走。

最後大家皆認同，培養對性別議題

有熱情的性平委員、教師、職員及學生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再讓性平事件只

屬於性平會，不再把性別議題視為個人

議題，而是大家共同關注、一起承擔，

共同建構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

註 1： 「性平事件第一線處理人員備忘錄」請參考國立清華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http://
gencom.web.nthu.edu.tw/files/15-1099-52579,c1189-1.php。

註 2：例如行為人在學期中進入性別相關課程接受防治教育，容易讓修課學生聯想到近來校園
性平事件，易使其身分曝光。

註 3：《教師法》第 14條第八、九款：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且情節重大。

第 14條中亦特別提到：「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
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

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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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可以，我們會如何記錄臺灣女

性知識分子在過去 20年間，在

學術與政治場域的奮鬥歷程？又如果

身為讀者的您，正是為那些奮鬥貢獻

過任何心力的一分子，是否期待看到

新世代的青年男女，以他們的方式傳

承發揚歷經 20年且持續不輟的女性運

動？世代交替的臺灣女性運動與政治，

又在此時此刻彰顯出什麼社會變遷與

社會議題？

以上一連串發問，我們可以在

「2015臺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找

到回應與發想。

臺灣女性學學會（以下簡稱女學

會）是國內第一個以女性意識為主體

的學術社團，創立至今滿 22週年。成

立至今，女學會皆舉辦年度研討會，

除喚起各學術領域的女性學者對性別

的批判意識，亦凝聚校園內的性別政

治力量。去（2015）年的女學會研討

會在 10月 5日舉行，場地選在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現場有許多資深女學會

成員及年輕學子，針對女性高教工作

人員的各種生命歷程與職涯規劃、職

場與性別權力關係、性別教育等議題，

提供個人研究成果、刺激現場討論。細

閱歷年女學會研討會的議程安排，其實

不難發現，早期女性運動的主題多聚焦

在如何藉由修改法律、參與政治或街頭

運動，促進生理性別的男女平等；但這

次的主題則轉向討論女性高教工作者

的處境、職場幽微的男性文化以及生

2015 臺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
活動報導

李碩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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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歷程，暗示女性雖從街頭進入職場，

達成當時抗爭目的（如：工作平權、

更多女性參與政治、禁止職場性騷擾…

等）之際，以異性戀霸權為主軸的性別

歧視、剝削或霸凌卻以更隱晦的方式，

藉著各式各樣的生活與職場常規，規

訓著展現不同性別氣質的身體們。無

論是對工作或屆臨退休的女性高教人

員而言，如何描繪、捕捉、挑戰與顛

覆這些更隱晦的權力關係之施展軌跡，

便是目前女性運動的新著力點。

不過，除了以傳統生理性別的區

別（distinction of sexes）為研究對象，

本屆女學會研討會首開以原住民女性

為主題的專題論壇，其他論壇亦討論

同志、多元性別等相關議題。這些豐

富多樣的批判觀點，不但顯示當代臺

灣性別研究的多元面貌，也同時開創

出繽紛前景。

筆者就個人親身參與本屆女學會

研討會之觀察，整理出本研討會五大重

點，以「女學貳二」 （女學會 22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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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讓未能參與的讀者們，一同

見證臺灣女性運動與性別研究發展的

新里程碑。

女學貳二／五大摘要

其一／臺女運動跨越雙十

臺灣女性運動的歷史悠遠不輟，

難以像歷史教科書一樣標示出確切的

起始點。但是女學會自 1993年創立以

來已逾 22年，推動女性運動近 1/4個

世紀，無疑是臺灣女性運動的重要軌

跡。本次研討會特別舉行《那些年，

我們一起女學會》記錄片首映，分享

各屆女學會理事長與幹部之起創經驗，

以及曾經與即將面對的性別政治挑戰，

鼓勵參與臺灣女性運動的學者們，繼續

發揚女學會的革命精神，將平等、公

義等信念，落實在日常生活的展演中。

其二／年輕一代勇於發聲

本次研討會參與者不乏年輕學者，

無論是在學的研究生或者剛入社會的

知識分子，皆展現自信的批判聲音，

展現性別他者藉由研究與發表自我賦

權（self-empowerment）的精彩實踐。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研究生吳思

萱以自我求學經歷，以及身為「教室—

學生—知識客體」所造成的女性運動缺

席性，敏銳地批判目前臺灣性別高教

現場的主客（師生）關係。吳思萱的

觀察，點出性別高教現場的窘境；換

句話說，知識與經驗的傳承權力，仍

掌握在傳道授業的老師手中；而受教

與學習的學生們，則在這樣的傳授過程

中，坐落在傳統二元的對立關係裡，扮

演被動的知識載體。在校內外的場域，

學生缺乏真實的操作經驗與仿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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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他們難以在政治行動中建立任何

以學生為主體的行動典範。

其三／世代對話持續性別

從本次研討會的論壇設定，就可看

出女性運動的光譜中，已並存不同世代

的行動者。這些來自不同世代、社會

背景、歷史與文化脈絡的女性運動者，

在討論性別議題時，便引導出不同的

關注議題，顯示性別的權力關係不但

無所不在，而且有值得改善的空間。

在研討會的下午場次，參與者可以

前往「高教勞動者的婚孕／親職／退休

等最重要的小事」、「高教性別研究面

面觀」或「性別運動路線之爭」等論

壇，多方了解臺灣女性運動的現狀與發

展。在「最重要的小事」中，周碧娥暢

談如何在退休後，以女性經驗為主體，

規劃人生旅程；顧燕翎則致力出版回

憶錄，令女性運動的歷史成為臺灣大

眾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相

較於此，「高教性別研究面面觀」的論

壇則勾畫校園內持續進行的性別鬥爭；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魏美

娟從人資結構與管理機制方面，高教

現場仍以男性主導，且掌握多數行政

資源。魏的研究成果不僅令在座青年

學者心有戚戚焉，也點出少子化對高

教體系的總體衝擊。

無論哪一場次的論壇，都如同一

篇篇臺灣女性運動的燦爛扉頁，記載

前人付出與努力，以及後繼者對現世

的批判與關懷。

其四／多元性別眾聲喧嘩

本屆研討會除在各論壇中安排同

志議題的相關研究外，同時也以同志

運動為主題設闢分場論壇，顯示臺灣

女性運動拓展關懷範圍，致力促進性

／別平等。

早年的同志議題多以出櫃的策略

與政治意義為主，本屆研討會則發現焦

點開始轉向多元成家立法或同志在各

領域的專業表現。元智大學社會暨政

策科學學系研究生劉惠慈與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副教授李玉瑛所

發表的〈金牌是王道〉討論體育場域

中的女同志經驗，以及出櫃與否及專

業形象之間的社會關係；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研究所研究生林實芳的〈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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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爾笨重枷／家〉則是研究擁多元成

家者在歷經各方反對意見後，重新產

製之論述中所隱含的異性戀家庭迷思。

這些研究不但描繪當代同志族群在其

專業領域中所面對的幽微性別政治，

同時挑戰許多異性戀常規視為理所當

然的生活概念，堪稱研討會中最具顛

覆能量的研究代表之一。

其五／原民女性部落認同

本屆女學會研討會首次出現以原

民女性為主題的論壇「原住民族婦運與

性別研究」，顯示女性研究與女性運動

不再是（也不應該繼續是）漢人主導

的論述場域。那瑪夏達卡努瓦工作站

站長 Apu’u Kaaviana從原住民的生活

與歷史脈絡尋根，開闢有別於傳統知

識論述下的女性主義觀點與文化認同。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副教授林津如則

以漢人女性的自我批判開始，反思過去

臺灣女性運動所援用的理論、產製的論

述，一直到實際的政治展演，都是漢

人中心主義的彰顯。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研究生鐘國隆則鑽研卡那卡

那富族―一個長期邊緣化且缺乏實

質史料的原住民部族―的性別文化，

並探討卡那卡那富族的男性陽剛文化

如何解讀男性的陰柔氣質。

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與歷史有各自

的脈絡、經驗及記憶，不但無法概括

而論，也不可能在這短短的論壇發表

中完全再現。但值得期待的是未來更

多對性別、族群、邊緣、他者等議題

抱持興趣與敏銳觀察力的學術人員，

能夠投身相關研究，豐富既有的女性

運動論述，擴展國內性別研究的視域。

結論

2015年女學會學術研討會的豐富

議題，確實標示出現代臺灣社會中所面

臨的各種性別現況。與會人士之踴躍參

與討論，證明女性運動與性別議題在臺

灣的學術界深受重視，其討論的面向也

符合時代潮流。作為追隨女性運動腳步

的七年級生，筆者期待未來的女學會能

夠繼續扮演性別革命的前鋒力量，堅持

落實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為女性高教工

作人員爭取公平正義的工作環境，成為

推動社會自由、進步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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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還是一個性別盲時，對於從事

性別運動的人存有許多的誤解，

認為這些人都很小題大作；但當自己

接觸性別之後，我與之前的朋友有了

認知上的差異，以前無話不談的朋友，

因為對於性別的認知不同，變得無話

可談，這個「無話可談」包含沒有共

同的話題，也包含對同一個話題因認

知不同，而無法談。

紅包，包不包？

有一個朋友 C買了新房，同一群朋

友中有人提議要送禮物去祝賀，買房子

是大事也是喜事，照理沒有理由反對，

但是，我對朋友說：「C結婚要包紅包，

她生小孩我也要包紅包，現在買了房子

又要包紅包，但是對於單身的我，似乎

「偷渡」做為一種性別行動

只能是包紅包的份？」這樣的想法透過

友人傳到 C的耳中，在某次的聚會中，

我和 C的小孩在一起玩，C竟然抱走小

孩並對她說：「不要和這個阿姨玩，她

沒有包紅包給妳。」她的舉動和言語都

讓我感覺十分不可思議，我說：「我沒

包嗎？是妳沒給我彌月蛋糕才對吧！」

她很訝異我會當場這麼說，於是對我

說：「要不然妳結婚啊！妳結婚我就包紅

包給妳。」C明明知道我無意走入婚姻，

卻仍對我說出「妳結婚我就包紅包」，

意思是說「誰叫妳不結婚」，甚至更惡

劣地意指「誰叫妳『嫁』不出去」，似

乎這是我的錯，絲毫不認為異性戀的

她占盡好處有什麼問題。在 C一連串

地結婚、生子、購屋，我都遵守遊戲

規則包紅包給她，表達我對她的祝福，

韋彥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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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回頭對這個過程及這個遊

戲規則提出質疑時，卻受到 C的誤會，

引發她強烈反彈。因為，雖然我和 C

都未實際參與這個遊戲規則的訂定，

但是 C卻是這套遊戲的受益者，所以，

當我質疑這套遊戲規則對我不利時，

C擔心她的權益受損或心虛自己被影射

成是個不勞而獲之人，才會有這麼大的

反應。然而我並非是小氣之人，從不吝

嗇給予朋友祝福，只是祝福的方式有很

多，當包紅包成為唯一的祝福方式時，

反倒是減低我對朋友祝福的用心，因為

「錢」就解決一切。

為何別人結婚、生子要包紅包，有

一說法是因為結婚、生子要花很多錢，

所以包紅包是大家互相幫助，另一說

法是給予祝福。不論哪一種說法，其

實都是接受了別人的好意，C不認為有

何問題，她認為等別人結婚、生子時

再禮尚往來就好。「禮尚往來」看似公

平，其實是粉飾現實上的不平等，因這

種想法其實預設了每個人都會走入婚

姻並生兒育女，看不見有人只想單身

不想走入婚姻，像我就是。有人則是

即使想結婚卻因為法律因素結不了婚，

同性戀就是屬於這種情形；有人即使

結了婚，也不能或不願生子。對於這

些人而言，C該如何回報對方所給予的

好意，是 C這個主流異性戀者不想去

思考的問題，反而回過頭指責對方「誰

叫妳不結婚」，來迴避她無法回報對方

的問題，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上述遊戲規則的設定，使得與 C

相同的群體獲得利益，卻未給其他群體

有同等的對待，這樣的遊戲規則就是

不平等，當我看見在這個過程中的荒

謬之處並提出質疑時，表示我正在自

我覺醒之中，我開始理解到在異性戀

主導的主流社會中對於單身者及同性

戀的不友善。卡繆認為反抗者是一個

說「不」，也說「是」的人（引自嚴慧

瑩譯，2014）。當我不想再逆來順受，

而起身質疑時，我就是對包紅包的文化

說「不」，不是拒絕包紅包給 C，而是

拒絕包紅包的文化只限於某個群體的

人受益。我不在這個受益的群體之中，

並不表示選擇單身的我做錯了什麼事，

而是這個遊戲的受益者一開始就排除

了某些群體。同時，我也捍衛人可以

有多種選擇，結婚、生子並非是唯一

的人生選項。

此外，對於已婚者與單身者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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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所得到的評價與祝福也大不同，記

得我當時購屋時受到不少的阻力，母

親擔心我在異鄉買房就不會回「家」 （指

父母的家），朋友擔心我若購屋，就真

的準備一個人單身，放棄結婚，老的時

候無人作伴，或是之後若結婚時，房子

要如何處理等。對於母親和朋友的擔

心，我在想如果我是因為結婚而購屋，

她們是否還會有此擔心？從她們的擔

心中，完全可以驗證在異性戀為主流的

父權社會，女性的住所不是從父就是從

夫，否定一個單身的女性也可以成為

一個家庭，完全沒有多元家庭的概念。

也因為我不準備結婚，所以朋友就決

定要送禮祝賀，作為她們結婚時我包

紅包的回報，而我也接受她們的說詞，

收了她們的賀禮，只是，沒想到等 C

購屋時，說法卻成了：「當初妳買房子

時，大家也有送禮啊！」這時換成我

必須要禮尚往來了，這樣是公平的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對這套遊戲規則提

出質疑，反而顯得我是一個小氣、愛

計較的人，若我堅持反而會傷了彼此

的和氣，因此，漸漸地我學會從正面

的和朋友「溝通、說理」轉而間接的

隱喻或採取「偷渡」的方式達成目的，

避免因認知不同而傷了和氣。

用「偷渡」挑戰規範、滲透性別

「偷渡」一詞近日經常出現在我的

生活中，據維基百科的解釋，「偷渡」

意指一個人以違反移民出境法律的形

式跨越國界。簡單來說，「偷渡」就是

違反某種「規範」。然而，看似負面的

行為，有時卻仍存在正面的意義，理由

是如果既定的規範有可議之處，那麼

「偷渡」的行為就有挑戰既存規範的用

意。然而這種挑戰，是隱藏在看似合

法的行為之下進行的，因此不算是光

明正大，而是暗渡陳倉，或者可以說

是光明正大的暗渡陳倉。

在 318運動期間，服貿協議吵得沸

沸揚揚，不論在程序或實質內容皆存在

許多爭議，然而，以我公務人員的身分

及在公務人員的場合，無法挑戰太敏感

的政治議題，因為擔心我過度的關心

服貿協議的爭議，會引起不必要的「關

切」給自己帶來困擾。但又體認到服

貿協議是很重要的議題，為了增加它的

能見度，讓大家可以更加關注，我選

擇在公務人員各種研習場合，「偷渡」

這個具有重大爭議的服貿協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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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性別相關的研習中，用政府推動

性別主流化的政策來提問服貿協議是

否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透過服貿協

議中未落實性別影響評估的方式，凸

顯服貿協議的倉促上路，陷廣大的勞

工於不利的處境。此外，在與服貿協

議相關的會議中，凸顯服貿協議中的

性別議題。這樣的作法不僅可以讓公

務員除了關心自己所承辦的業務之外，

能多一份心去關心社會重大議題與性

別議題，服貿協議所牽連的層面甚廣，

其中的性別影響評估也甚為重要，政

府實在有必要對服貿協議的內容對人

民說清楚講明白。

此外，在地震研習的場合中，提及

花蓮縣的地質問題，此時，我的心中

便又出現「偷渡」的想法，在此類的

場合中，可以透過詢問官員或專家學

者，既然花蓮縣的地質隱藏許多問題，

那麼，適合開發山林做纜車嗎？適合

將核廢料放在國家公園裡嗎？透過提

問或專家學者的回應，可以提醒官員，

不要做出錯誤的決策，也提醒研習的

每個人都能關注所生活的城市與國家

發生了什麼事，並進一步的去監督政府

的施政。因為，每個人都活在比自己

還大的社會之中，自掃門前雪的心態，

並無法保證個人不受大環境的影響，公

務人員雖然是政府的員工，但是所領的

薪水卻來自全國人民的納稅，公務員在

制定或執行政策時，除了要服從上級

長官的指示之外，更應該要意識到這

項政策是否對人民有利，是否使得某

一群體遭受不利，保有做為「人」的

關懷，而非只是執行政策的「工具」，

「人」與「工具」的差別，在於「人」

會思考會判斷，而非靠指令而行動。

除了上述的社會重大議題外，性別

議題仍是我的主要關切。在一次公務

人員的性別研習中，來自某 NGO的講

師，用非常多的實例說明性騷擾及性

侵害的預防與處理，是一堂算是收獲

豐富的研習，只是聽了三小時的課程，

內容雖然堪稱精彩，但隱約中似乎哪

裡怪怪的。仔細回想，原來講師所舉

的例子全都是異性戀的例子，然而不

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都有可能會發生

性騷擾或性侵害的案件，講師為何只舉

異性戀的案例，心想是否因為性騷擾或

性侵害是不好的事，所以有避免同性戀

再被污名化的考量？可是，這次的研習

是針對性騷擾或性侵害的預防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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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應只舉異性戀的案例，因為會

讓人輕忽同性之間可能發生的傷害。

由於不論是學校教育，或是政府的政令

宣導、大眾媒體對於同性戀議題皆未重

視，很多人並不了解同性戀，甚至對同

性戀有諸多的誤解，所以在性別研習

的場合，我常會提問同志相關的議題，

希望提供講師可以補充或是更進一步

說明的機會，提高同志議題的能見度。

此外，在這場性騷擾及性侵害研習中，

所舉的案例中多來自於單親家庭、原住

民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講師在講述案

例的同時，也標明這些案例的家庭型

態，因此，又再次的將這些不同於「正

常家庭」型態的家庭貼上標籤。許多的

刻板、污名與歧視就這樣不經意地傳

遞出去，因此，必須提升性別敏感度，

並時時警覺。

自從和性別結緣之後，參與許多性

別相關的活動，之所以認同性別的重

要性，是因為透過性別的視框，擴展

了我的視野，進而看見社會中存在許

多不正義的事，不論這些事是否皆與

性別有關，但是都存在對弱勢者的不

正義，就如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

馬丁．路德．金所說：「任何地方的不

正義，都是對其他地方正義的威脅。」

我選擇在公務人員的研習中行動，是

因為在爭議性議題時，我看見了公務

人員的絕對服從與冷漠，在一片靜默

中讓我不寒而慄，我希望藉由我的「偷

渡」與滲透，能稍稍喚起公務人員對

週遭人事物的關心，多一分體諒的心，

才能看見和自己不同的人。雖然在與

自己無關的場域中，我可以很勇敢去

衝撞或挑戰，但我承認在自己所屬的

場域中我仍不夠勇敢，無法對於不公

不義的事物據理力爭，僅能用「偷渡」

的方式達成目的，然而我相信，雖然

我只是一個基層的小小公務員，還是

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採取行動，讓所

處的社會成為一個正義的社會。♥

參考文獻

● Camus, A. 著，嚴慧瑩譯（2014）。《反抗者》。臺北市：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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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與戲劇教育

2014年 3月 11日，筆者參與了由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主辦的

「閱讀性別國際大師論壇與工作坊：性

別與戲劇」系列活動，其中一場為「探

索年輕人的故事：臺灣、加拿大、印度

及美國之跨國研究案（以臺灣個案為

例）」的講座，講者林昱瑄和藍貝芝展

示了在高職學校進行田野工作的過程，

透過戲劇教育的研究方法，試圖在性別

議題的觀照下了解高職青少年的生活樣

貌與思想狀態。筆者試做記錄與反思。

在為期一年的性別戲劇教育活動

中，從以繪圖進行自我介紹開始，藉由

引導學生用默劇形式表現自己感興趣的

時空，請學生寫下「給 XX的一封道歉

信」，並由此發展出學生自主演出的劇

本等豐富多樣的形式，學生越來越融入

挑戰改變的迢迢路
以性／別戲劇教育貼近青少年

戲劇的氛圍，老師則慢慢打開了學生生

活世界的門，得以在藝術形式中窺見學

生性與性別觀念的投射，看見校園霸凌

如何滲透在每個人與他人的關係中，並

試圖透過戲劇教育的方式，創造不同立

場學生對話的空間，讓他／她們看見他

人的情緒感受。

實施時，最難的不在於課程編排等

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人與人接觸時彼

此之間的互動與摩擦。講師生動地講起

了將戲劇教育帶進學校時所面對的壓

力、困難以及嘗試探索的解決方式。透

過課程的深入，如何與班級老師周旋，

一步步與學生建立信任並介入學生內部

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各種不同理念的衝

突中如何展開博弈。講師講述往事時語

氣輕鬆，實則處處寫滿艱辛、時時顯現

出其中的磨礪感，讓聽眾透過講述看見

李博泓
中國暨南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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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們曾經所經受的苦惱焦慮以及不言

棄的努力，感受到這一年中實踐者被動

搖過信念卻從不曾思及放棄的誠懇。

性／別議題與戲劇教育，這些在學

術範疇內被分析得頭頭是道的事情放在

具體的校園情景中，會產生什麼樣的化

學反應，與處在其中的個人可能產生什

麼樣的意義？若要概括講座中的受益，

最深刻的一點，是其中袒露內裡的真實

―不加修飾、包裝，藉由戲劇教育的

方式，開闢一個學生可以自由表達的空

間，而我們則得以有機會藉由這些自由

表達窺見學生真實的性／別觀念。

坐在聽眾席上的我，心裡一邊為這

個富有創意實踐的活動叫好，一邊則在

講師的故事講述中回想起過往的中學經

歷，與講者所描述的校園情景連結，回

憶當時的自己作何觀察與感受。

色情、胖女孩與同儕壓力

論壇中也分享到，在一次課堂上，

講師請學生分組討論，各組分別寫下

「給 XX的一封信」，而講師對收信對

象、內容等完全不做限定，任由學生自

由發揮。其中一組學生在討論之後，決

定一起寫信給日本 AV女優蒼井空，信

中不乏富有色情意味的話語。在期中匯

報時，林昱瑄等人向其他國家的合作學

者展示了這封信，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強

烈反應，大家非常驚訝是在怎樣的校

園生活脈絡下，AV女優會成為學生們

共同認可的文化連結符號？而從我的校

園經驗來看，這封信沒有什麼好驚訝

的―國中時同學就會三五成群，相約

去一個同學家中瞞著家長一起看 A片；

同學聚會時男生們會互相炫耀擁有的 A

片容量占了硬碟多少 GB。當我聽到跨

國合作學者的驚訝時，想的卻是：這些

資料的寶貴之處，正在於它反映出學生

校園生活中真實的生態樣貌。

在性教育的議題上，部分輿論仍然

堅持要以「青少年對性議題仍處於無知

天真的狀態」作為對話前提，當有些學

者呼籲性教育需注重、正視學生情慾與

開闢多元對話探討空間，卻被衛生健康

教育至上的理念緊緊鉗制時，這封信有

力地衝擊了社會想像、回應了「青少年

性無知假說」―色情並非專屬於成人，

「蒼井空」這個符號早已成為這群青少年

的共識。它大聲地提醒著所有關心青少

年性教育的人：如果只是簡單、粗暴地

指責學生不應接觸色情影像，一方面，

脫離了學生的生活脈絡，不過是一葉障

目―若只是斥責學生，教師就心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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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地自以為完事了，無異於遮蔽雙眼，

看似履行了教育責任，實則是逃避了責

任，切除了彼此之間對話的可能，不可

能有切實有效的性教育；另一方面，也

將色情意義簡單化，看不到它所扮演的

複雜角色，漠視了色情在這群高職學生

的校園生活中扮演著重要意義―在越

是高壓嚴密的統治之下，會有越大的反

彈。表面上看，這群青少年共同分享了

色情，但在更深層的心理狀態中，他們

共同承擔在這所高壓管制的學校中所感

受不自由的苦悶，看似應活在嘻嘻哈哈

狀態中的學生，內心多少沉重的吶喊無

處可宣洩，只能寄託在色情之中尋求紓

解。這個性／別戲劇教育項目在打開學

生心扉之後，在性別視角的觀照下，向

我們呈現出學校中流動的色情與彌漫的

苦悶，這份不加修飾的真實令人動容。

林昱瑄另外分享了一個「胖女孩」

的故事：透過戲劇教育，講師們察覺到

在教育現場中潛藏著對一個胖女孩的歧

視與霸凌，每個人都在嘲笑女孩的胖，

不只是在背後指指點點，更在她面前直

斥其醜，沒人願意跟她做朋友，自卑的

她在這個壓抑的氛圍中等不到抬頭之

日。這個故事很快激活了我的記憶，中

學時代，因為一些個人的外貌特徵，集

體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霸凌一個人的理由。

我想起了國中班上的一個男孩子，

他的體育成績非常差，如果進行引體向

上的考試，他就只能私底下偷偷拜託體

育老師讓他勉強及格，因為他一個都做

不來。當全班男生靠打籃球來連結情誼

的時候，他是連拍籃球都拍不好的少數

之一。最「不幸」的是，他的胸部長得

比較大，調皮的男生給他起了綽號，開

始只是在背後喊，喊習慣了，當著他的

面就大叫「人妖」、「大奶」。

看著這個男孩子不好受，我試著為

他說話，回擊這些不懷好意的綽號；因

為我的善意，他也樂於親近我。慢慢

地，我遭到了預期中的不理解；但是久

而久之，我不免自我懷疑起來。有的調

皮男生就會做出「噁心」的表情，說

「妳居然跟人妖做朋友，妳也是人妖」

之類的話；當這個男生被集體嘲笑的時

候，就會有人朝我擠眉弄眼：「喂，妳

的朋友就是這樣的哦」；當要進行小組

分組完成任務時，其他人就理所當然地

將我跟那個男孩子捆綁在一起，習慣合

作的夥伴可能因為他而拒絕同組活動

―這個男孩子成為我「多餘的麻煩」

與「負擔」。十年過去了，這個男生依

然是同學聚會時會被嘲笑的對象，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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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能翻轉大家對他的固有印象，只能

成全他一份友誼。

在「胖女孩」例子的映照下，那份

真實喚起了我至今無從消解的無力感。

霸凌不是在一日之中集體爆發的，往往

是在事情的推演中，越來越多的人站在

霸凌者一方，一起合力將不公義由一個

事件推向一個現象。在事件的最初，有

些人雖然無能做出公義的分析判斷，卻

曾隱約感受到不對勁，然而久而久之，

他們漸漸將不應該視為自然，不再為心

裡那點不對勁思考；於是，這些人或是

麻木地旁觀一切，不發言、不表態，成

為沉默的大多數，或是沒有表現出明顯

的霸凌行為，不過是拒絕借出一支筆或

刻意避開身體的觸碰，或是在不自覺中

享受了權力關係帶來的優越感，認為偶

爾一個玩笑的戲弄無傷大雅。對於受

壓迫者而言，最大的壓力有時並不是來

自某個強勢霸凌者的直接挑釁，而是周

邊這些密密麻麻交織的歧視與排斥。

那些有意挑釁的強勢霸凌者，自該受到

譴責；然而，這些站在強勢霸凌者背後

的人，並非沒有責任，他們本身就構成

了當下環境中「惡」的一部分―在這

場「惡的校園狂歡」中，身處其中的人

都必須在公義的天秤搖擺中，認真地審

視自己的選擇；不選擇或曖昧模糊的表

態，都可能為惡的發展推波助瀾。當朦

朧地意識到這一點，我陷入茫然，不知

道如何做才能不至於淪為「惡的一部

分」；然而，在集體霸凌和弱勢個人兩

端，我卻始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青少女／年時期，所有人都在嘲笑

弱勢者的時候，一個期許能持有正義感

的人要如何是好？在這個環境中，遁入

「沉默的大多數」，雖是成為「惡的一

部分」，卻不需要擔起公共指責，自是

在所處環境求得安穩的「好方法」，但

一個人又如何能夠向良心諾許正義？

與弱勢者站在一起，道義上自是應該，

可是在中學生活的脈絡中，重視同儕文

化的青少女／年，如何能抵抗同儕排擠

的壓力？如果與弱勢者做朋友，可能

會被視為「物以類聚」，承擔汙名的壓

力。所有人都被推向道德兩難的困境，

每個人都有她／他無法克服的難處。

於是，每個人都知道胖女孩曾多次因

不堪歧視而以自殘來抒壓，卻無人施

予關懷，但並不是無人反省。

有人在「給 XX的一封道歉信」中

直言：「因為班上集體不爽妳，我也只好

一起排擠妳；如果我不這麼做，在班上

也不會有我的立足之地。」當講師藍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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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同學都知道要存活就要習慣這種

殘酷邏輯，所有人都在做自我保護」時，

進入校園生活脈絡的旁觀者，難以有理

直氣壯斥責集體作惡的立足點；甚至連

知情的老師也無法施以援手，不是她不

夠道義，而是正如跨國合作學者提出的

「如果老師本身沒有尊嚴，如何給學生尊

嚴」，在威權學校生存，教師的施展空

間實則極其有限。成人總覺得青少年的

煩惱是小事情，但若真正進入中學生活

脈絡，這些進退兩難的困境卻足以令身

處其中的人膽戰心驚。

這個性／別戲劇教育專案最令我激

賞的地方，是老師們對人性的信念與關

懷，明知是一潭死水，卻不斷地往其中

扔石子，期盼喚起一圈圈漣漪，讓水流

動起來。通過辦《畢業生系列―自然

捲》 （探討青少年人際問題的影片）觀

影會、要求學生寫下「給 XX的一封道

歉信」並形成劇本演出等活動，努力創

設不同立場的學生之間的對話空間，試

圖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在戲劇情境中，

讓慣於霸凌別人的人去嘗嘗被霸凌的滋

味，在體驗中尋找自己的思考。

看見真實，喚起共情與思考

挑戰現實，是充滿粗礪感的過程。

王婉容老師曾指出：「不要小覷戲劇教

育的力量，其中醞釀出來的變革的力量是

會令統治者害怕的。」戲劇教育的目的和

功能正是要讓學生看見真實，喚起他們

的共情與思考，繼此之後只有一條路可

走―變革。當這些曾假寐於「平庸的

惡」的學生被喚醒，免不了與親人、老

師產生矛盾、衝突，而家長和老師是否

做好了迎接這些衝擊的準備，雙方是否

都有與這些矛盾衝突進行對話的能力？

學校會認為是自己的威嚴受到挑戰，還

是承認這是一條完善校園建設的康莊大

道？這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寬容與耐心

來接受學生的質疑？如果沒有解決背後

龐大的學校體制乃至社會體制的約束與

壓抑，那麼，這個小群體甦醒之後，將

要走向何方？

一步步把真實揭出，與所有受困

其中的人站在一起，共同面對現實的無

解，並試圖以性／別戲劇教育的方式喚

起共情與思考；老師們心中沒有確鑿的

答案，但願意與所有人一起在受苦中

探索，看看美好人性遭遇殘酷遊戲邏

輯時，是只能坐以待斃，或是可攻下一

城。性／別戲劇教育，前方尚有迢迢遠

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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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從 2009年開始，臺灣的大學

之間出現一股渴望推動「性別友

善宿舍」的聲音，並且在各大學生之

間開始有了一些具體的訴求與行動。

這個議題逐漸擴散與蔓延開來，至今

仍不曾在校園消失。回想當時的自己，

正好剛上大學，準備要搬進臺北學校

的宿舍開始新的求學生活。對於身為

男同志的自己來說，面對即將與另外

三個陌生男大生擠在一個房間、一同起

居的宿舍生活，除了緊張生活習慣的不

同外，其實並不特別擔心。也許是自

己的個性，以及自己的外顯特質並不

特別陰柔，雖然求學過程中與男生相

比，自己與女生的相處感覺更加自在，

但其實也不曾被異性戀男同學們給「識

大學男宿裡的大象

破」而受到排擠或霸凌。對自己來說，

面對宿舍生活若是在性向上有什麼需

要煩惱的，大概就是必須思考要對未來

的室友們「自我揭露」到什麼程度吧！

結果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大學四

年都非常順利地抽到學校宿舍。四年下

來，雖然是男生與男生們的宿舍生活，

與性別相關的議題卻如「房間裡的大

象」一般，時不時地出現。即使到了

搬進研究所宿舍後的 2014年，那隻大

象仍然還沒走出臺灣的大學宿舍裡。

男宿內的恐同

碩二上的某一天晚上，我的研究生

室友們正開心地聊著天，儘管多半是閒

聊，卻從一些如「撿肥皂」、「菊花殘」

王興謙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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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玩笑話，不知不覺切入了與同性戀相

關議題，寢室裡意外難得地的開始探討

一些，如同性婚姻、多元性別、性別

刻板印象等議題。一開始，我選擇先

不主動去暴露自己的同志身分，在話

題中以傾聽為主，並觀察當下的情境。

一位平時不斷在寢室怨嘆著從沒交過

女朋友的室友，極力反對同性婚姻，他

認為同志又不能生小孩，憑什麼去結

婚。沒想到另外兩個常一起討論 A片

的室友，馬上一致地認為這樣的想法

非常荒謬，於是與他進入了一陣辯論。

在那位室友依然不為所動的觀念下，

當時的我終於忍不住這樣反問：「如果

你結婚以後，發現你的小孩是同志，

你也不希望他可以跟你一樣和自己所

愛的人結婚嗎？」他馬上回我：「我會

把這個小孩丟掉。」聽到這樣的回答，

我已經無話可說。當時的我感到非常

的失落與無力，那種被這個社會制度

拋棄的感覺，瞬間又被這句話喚起，

重重地打在自己的心臟。當然話題也

就到此結束了，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宿

舍裡感受到恐同的威脅，第一次這麼

想逃離早已習慣的男生宿舍。

不知道算不算是被迫的，後來我

還是公開了我的性傾向。那位室友在

同志手機交友軟體上發現了我，並在

寢室裡不斷地丟出暗示的訊息與話語，

讓我不得不在一個非常詭異的情境下，

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奇怪的是，後

來那位室友卻在臉書上，開始與我交

流與男同志有關的性、文化、身體與

情慾等話題。當他跟我透露「我之前

與軟體上認識的男生一起出去泡溫泉，

覺得被男生撫摸的那種感覺很刺激，

也被那種感覺吸引」的時候，我真的

被搞糊塗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內

心處處防備著，心想，也許這只是對

一位男同志室友的惡作劇，也許他正

在螢幕的另一端大聲地爆笑，也許他

正在計畫著如何讓我被整間寢室排擠。

內化的厭惡同性戀傾向

後來我慢慢地了解他的恐同症，

其實是一種「內化的厭惡同性戀傾向」

（internalized homophobia），來自於對同

志污名的負面印象與自我察覺，漸漸地

將社會上對於貶低同志的態度，導向

變成自我的羞愧與畏懼。於是，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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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透過同志手機交友軟體認識新

朋友，並在其他室友都不在的時候與

我交流，平時卻仍談論著他努力追求、

而我們一次也沒見過本人的那個學妹。

雖然一開始，我感覺這樣子只有我一個

人公開的結果，對我是不公平的，但

我仍尊重他個人的選擇，也許他還無

法認同自己，也許他其實不是同性戀，

也不是異性戀，是雙性戀也不一定，

要不要親口公開，要向誰公開都是每

個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其他室友那

種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態度，則讓我

感受到一種自己身處於一間性別友善

寢室的溫暖。困擾我的，只是當初那

句要把同性戀小孩丟掉的話，到底是

無心的氣話、企圖融入異性戀模式的

偽裝話語，還是他努力自我壓抑後所

產生的攻擊性語言呢？

在讀碩士時遇到這樣的經驗，才讓

我回想起大學時期的室友們，是不是有

些人其實一直過著我過去不曾想像的、

自我壓抑或自我偽裝的宿舍生活？大

一時有兩位個性比較陰柔的室友，他

們在大學的朋友大多都是女生，我們

常聊天，但卻從未確認過彼此的性向，

這可能算是一種禮貌或是一種默契。其

中一個比較樂觀，我們常一起吃飯聊

天；而另一個則比較悲觀，大多數時間

我聽著他說些大學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要升大二前，我婉拒了班上同學邀請，

答應了與比較悲觀的那位室友一起選

宿舍。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總覺得若

是拒絕了他，感覺就像背棄了一個「圈

內人」一樣。

大三時，他找到了另一個真正相認

的「圈內人」，然後我們就沒有一起選

宿舍了。我會不會感覺被背棄了？我

想他到現在還不知道我的性向吧。對

他來說，我可能只是一個相處起來「比

較安全」的男生室友吧。

大四時換到雙人房宿舍，因為原本

約定好要住在一起的朋友沒有抽到宿

舍，最後我與一位別系的大四生一起

住一間寢室。後來我發現這個室友在

他們系上是非常出名的，朋友們都形

容他在系上表演著流行歌曲時多有「媚

力」。不過儘管如此，他在系上的朋友

卻與別人口中的「媚力」不成正比。

這個室友對我非常有禮貌，說話很小

聲，在需要與我對話時都顯得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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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翼。相處時，時常有一種他好像很

怕我隨時會生氣的感覺。不久，我對

他說出我的性向，希望他在寢室時可

以更放鬆一些，也算是在宿舍生活中，

第一次與圈內人相認。

有一天深夜，我的室友偷渡了另一

位男生來我們的寢室。「噓，我室友也

是，不用緊張」，才剛躺下的我，尷尬

之餘只能努力裝睡。隔天早晨，我坐在

床上，看著另一張床上的兩個男生抱在

一起睡得很安穩，決定早早去吃早餐，

晚點再回來。

分宿？合宿？

因此，大學宿舍男女分宿的意義到

底在哪裡呢？是為了杜絕男生帶女生

回宿舍睡覺？是為了讓相同性別的人

可以住在一起比較自在？是為了讓不

同性別的人可以學習彼此尊重？是為

了讓男女生可以住得更加安全？國立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畢恆

達曾經強調，男女分宿空間區隔所帶來

的負面影響，除了令許多性少數族群

的活動空間受到壓迫外，這樣的性別

二分法亦強化了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認為男生或女生應該看起來如何、說

話應該如何、舉手投足應該如何等等。

也許就是我們從小習慣去強調「男

女有別」，因此很少看見多元。如果我

們能有更多的機會去學習真正地尊重

「有別」，就更能學習接受自己與他人的

「有別」。也許我在碩士生宿舍遇到的

室友，就不會說要把同性戀小孩丟掉、

男生應該要 175公分才夠高、要夠 man

才能交到女朋友這樣的話；也許我大

學時期遇到的那些比較陰柔的室友們，

就不用像流浪在男宿邊緣的人，要時

時壓抑自己。也許有一天，當男生宿

舍裡「女賓止步」的標示被拿掉以後，

我就不再需要困惑，為什麼每天早上

辛苦幫男生清洗廁所的是打掃阿姨了。

男女分宿僅簡單地透過生理性別

的二分法做區分，但人心理上的性別

取向卻是多元的。在這些公共空間裡，

需要的不是應該如何去分門別類，而

是更多認識自己與理解他人的機會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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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小滿是在兩年前到臺東打工換

宿的時候，她身邊總有個黝黑到

像個木炭似的、眼睛大大又圓滾滾小女

孩―恩恩。那時恩恩還沒上學，講的

話有時候我也聽不太懂，但卻一點也不

怕生，帶著我們這些來到臺東的「臺北

俗」到處導覽介紹，而且恩恩跟糖廠內

的所有店家都很熟，大家都會盡情地拍

打餵食她，於是她不只很黑，還很圓很

可愛。

小滿忙著上班賺錢，恩恩不時就會

在她身邊繞啊繞的，看著她們母女倆和

睦有趣的相處，我從來沒想過會需要有

另外一個人介入她們的生活中。小滿是

恩恩的媽媽，恩恩是小滿的女兒，關係

就是如此而已。

直到有次在小滿臉書上看見朋友對

她說的一些話：「妳是個很堅強的媽媽，

單親媽媽與我的同志身分

可是孩子的生命中仍是需要父親的陪

伴，我知道妳不要求負責任或是其他，

但妳有沒有想過，他也許可能是懦弱，

不知道怎麼面對，也許怕傷害，所以他

不敢。他可能不知道當父親這件事對他

來說有多重要，也或許覺得跟他無關，

但孩子沒有父親的陪伴，這個位置是沒

有人可以替代補上的，妳要讓他知道這

麼做，他失去了最重要的―當父親的

快樂。」

當下的我情緒馬上出來了，身為一

個在異性戀家庭長大的同志小孩，我花

了很多時間懷疑自己不能擁有幸福，因

為從小到大的異性戀環境告訴我，家庭

應該要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爸

爸應該要在外工作養家賺錢，媽媽就要

在家煮飯燒菜帶小孩，好像少了爸爸就

會不健全、不幸福、不能給小孩「完整

陳怡茹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種子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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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也不時聽到新聞媒體常說單親

家庭下長大的孩子更容易犯罪，這種洗

腦式需要父母角色的劇本，透過各種方

式不斷複製累積。但當我遇到恩恩跟小

滿時，我看見這位媽媽是全心全意地付

出她的愛，陪伴孩子面對她人生中的各

種疑惑，小滿不會告訴恩恩「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什麼，而是去傾聽

孩子真實的需求，讓孩子勇敢地問「為

什麼」，坦誠與孩子面對面相處，共同

找答案解決疑惑，而這樣的家庭沒有外

人口中的不健全、不幸福，不完整。 

身為同志的我更能感同身受，整個

社會對於所謂「非典型家庭」的質疑，

如同許多人質疑同志不能收養小孩，或

是有小孩一樣，這不是一個「爸爸出外

工作賺錢，媽媽在家顧小孩」的家庭，

但不代表我們的家庭就有問題，我知道

就算只有一個媽媽或是兩個媽媽的家

庭，能影響孩子幸福與否的，是愛，而

不是孩子有沒有父親。

於是我在臉書上回應了這段話：

「『可是孩子的生命中仍是需要父親的陪

伴』、『但孩子沒有父親的陪伴，這個

位置是沒有人可以替代補上的』，這兩

句話本身就有問題了，為什麼孩子生命

中一定要有父親的陪伴？或者更精確來

說，有一個差勁的爸爸對小孩反而造成

更多的負面影響。是的，一個爸爸跟一

個媽媽也可能是差勁的父母，不然想想

所謂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引起的社會事件

那麼多，又該如何解釋？況且對於另外

一個不想負責的陌生人來說，恩恩有沒

有父親這一點都不重要。」

就算父母的角色是重要的，也不表

示單親會對小孩造成負面影響；就算父

母的角色是重要的，也不代表單親無法

扮演好所謂父母的角色。說這些話的

人，我相信也許沒有惡意，但卻帶著自

己的異性戀主流價值觀來看到小滿和孩

子的關係，帶著一個爸爸一個媽媽是比

較正常，對孩子比較好的想像做出發。

因而讓小滿思考這些問題，甚至怪罪於

自己，擔心當孩子在同儕當中的時候，

可能會被質疑，甚至被排擠歧視。

但這些都不應該怪罪於小滿或是恩

恩，而是孩子的同儕，以及這些孩子的

「父母」、老師等等周遭社會的人，因為

這些孩子的「父母」、老師、朋友，並

沒有讓這些孩子從小就知道：「這樣其

實是不尊重人，傷害人的事情！」而且

還帶著自以為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就比

較高人一等的想法存在。

我想該改變的不是恩恩或是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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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們周遭不友善的環境。

我眼中的小滿是個比任何「爸爸」

或是「媽媽」，更用心、更愛孩子的好

媽媽，重點在於她和孩子是如何相處

的。小滿總是帶著恩恩上天下海，體會

祖靈土地山神的自然力量，問她比較喜

歡美麗灣大飯店還是原本的杉原灣？蘭

嶼的美又因為核廢料產生了什麼改變？

放煙火就代表快樂嗎？點燃鞭炮後的垃

圾又會是誰去清理呢？小滿總是會耐心

地帶著恩恩去反思許多看似理所當然

的問題，而才上幼稚園的恩恩會告訴我

說，我跟媽咪不用放煙火就每天都過得

很快樂，核廢料和大飯店造成環境的污

染，就不漂亮了。我常常覺得恩恩知道

得比我還多，並且懂得尊重各式各樣的

生命。

在我回應後，小滿私訊對我說：

「謝謝妳！」

我想也許是我們彼此了解了什麼，

關於小滿的單親媽媽身分還是我的同志

身分，從小我們都不斷被灌輸主流群體

的想像，「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國

家的政策也不斷污名化、問題化，甚至

試圖「導正」我們這些非主流家庭，像

是現有《民法》以男女為結構的設計，

和刻板印象下的兩性家庭分工，都不斷

粗暴地將異性戀家庭迷思套用在所有人

身上。多元平等的家庭教育應該是讓各

種人民自由選擇自己所想的生活方式，

讓彼此選擇自己想要分配的工作與情感

照顧關係。

兩年後的我又回到臺東，與小滿

和恩恩住在一起，跟著她們去朋友家

烤肉聊天，跟著她們去海邊吃飯認識新

朋友。然後新朋友總會問小滿：「怎麼

沒看到妳先生？我看妳都只有帶著恩恩

出來而已。」小滿總會口氣溫和不厭其

煩地說：「我沒有先生」，於是問的人會

忽然不知道要說什麼，抑或尷尬地笑，

甚至說抱歉，然後恩恩就會跳出來說：

「我有媽咪就夠了！」

期許哪天我們都可以不再預設孩子

一定要有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不再覺

得由異性戀組成的家庭才是「好的」。

我想起了我和交往多年的女友說好

要一起領養小孩，想起了如果我的孩子

在生活中別人問她「為什麼沒有爸爸」，

我該怎麼辦？我是否會對自己感到疑

惑？還是會像小滿一樣，勇敢為恩恩建

立一個友善的環境並且堅定地帶著恩恩

一起走下去呢？我想到臉上總是洋溢幸

福微笑，快樂長大的恩恩，我的答案肯

定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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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立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最
近網路上流傳著一句順口溜：

「花生油沒花生，性教育不教性，

真愛教育沒真愛。」面對食安風暴，國

人懂得請益食品科學以釐清真相。面

對「性」安危機，也值得用實證科學來

檢驗：強調保護孩子、捍衛家庭價值的

「貞潔教育」，以「要求兒少學生集體發

誓守貞、禁止性探索、避談性愉悅」的

方式傳授性教育，真的有效又有愛嗎？

什麼是貞潔教育？

貞潔教育又稱守貞教育，泛指所

有以守貞為核心或唯一重點的性教育

（abstinence-only sex education）。起源

於九○年代初期的美國南方浸信會，在

小布希主政時期受聯邦經費大量挹注

（註 1），因而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貞

潔教育移植到臺灣後繁衍出諸多方案，

讓研究證據說話
為什麼貞潔教育無效又有害？

舉凡強調「婚前守貞、婚後守約」、「青

春無悔」的教材，或如日前於南投某

國小舉辦宣誓典禮的「真愛守門員」

課程，以及「彩虹媽媽」、「真愛值得

等待」等方案，都在宣揚貞潔教育。

貞潔教育雖源自西方，有基督教

根源，但因提供免費講師與教材，搭

上性別平等教育每學期須教授固定時

數之政策，便能以性別教育之名大舉

進入中小學校園（註 2）。守貞理念恰

好也與臺灣許多家長不願、不敢或不

知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的道德氣氛接

合，讓宗教人士能化身家長、專家從而

主導性教育議題，動員民代和監委壓

制正面跟孩子談性的、由 NGO出品的

《青春水漾》教育片，並修改教育部國

中小教師用性平教育補充教材。

然而，這套以「貞潔」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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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真的能靠「強調婚前不做愛，

恐嚇性病很氾濫，讓學童宣誓、簽『守

貞卡』」，便有效減少性行為，延後初

次性行為嗎？貞潔教育真能防止性病、

避免青少女懷孕嗎？在這篇文章裡，

我想避開道德論述與意識型態之爭，

讓實證研究說話。

貞潔教育有效嗎？

過去二、三十年來，許多嚴謹的

科學實證研究已指出：貞潔教育無效

（註 3）。 

以 1980年代以降近百篇研究成果

為基礎，正統的美國小兒科醫學會（註

4）於 2010年發表了〈性、避孕與媒

體〉政策聲明，對小兒科醫生提出建

議：「當媒體已成為『非禁慾』資訊的

重要來源，而『貞潔』性教育已不斷

被證實是無效之際，推廣貞潔教育是

不智之舉」 （註 5）。

我除了參考醫學研究外，也回顧

了 23篇公衛、法律、社會學、社會心

理及青少年衛生的期刊論文。我發現：

眾多學者早已指出貞潔教育無法降低

青少年性活動的頻率，也不能降低性

病傳染率和少女懷孕。例如，麥瑟馬帝

卡政策研究報告（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檢驗了全美各地四種貞潔教

育方案，隨機選取一千兩百多位曾接

受貞潔教育的學生，與八百多位沒受

過貞潔教育的控制組學生進行比較。

研究團隊發現，接受貞潔教育的學生

初次性行為的時間並未延緩，性伴侶

人數也沒有比較少（註 6）。

當多數研究都批判貞潔教育無法

達成它原先宣稱的各種性教育目標時，

另有少部分研究宣稱：貞潔教育在某

些限制範圍內是有效的，但會產生令

人驚訝的「非預期結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哥倫比亞及耶魯大學教

授畢爾曼和布克納 （Peter Bearman and 

Hannah Brückner）發現：如果學校屬

於社交網絡封閉型（即該校學生的社

交範圍大多局限於校內學生），且以要

求學生發誓守貞的貞潔教育來降低性

行為、預防懷孕與性病的話，結果會

變成：唯有當學校裡「只有一小群人

發誓時」，貞潔教育才會有效。只要發

誓人數比例超過全校 30%，貞潔教育

就會失去影響力（註 7）。

為什麼呢？因為貞潔教育把性教

育操作成「認同運動」，形塑出一種有

發誓守貞的人品格較高尚、行為較道

德的氛圍。只有當守貞者是少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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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同框架才有意義，因為透過分

別我群、他者所形成的認同疆界會對

發誓守約者形成拘束力。但若「守貞」

變成全民運動，所有人都成為立誓人、

共享了這個神聖認同時，那麼認同的

效力就會消失，力推之下的守貞教育

便會失敗。

於是守貞立約運動會落入一種自

己都無法控制的弔詭困境：如果立約

運動成功（全校每個學生都發誓了），

貞潔教育就必然會失敗（學生不會改

變性行為模式） （註 8）。由此觀之，在

教育環境與認同運動的影響之下，貞

潔教育模式具有一種自我解構的力量。

貞潔誓約，五年後還有效嗎？

除了具有內在矛盾之外，貞潔教育

的效益會在短中期內顯著遞減。實證發

現，有 82%曾誓言守貞的學生在五年

後的追蹤調查中卻否認自己曾發過誓。

88%的立約學生不會等到結婚才有第

一次性行為（註 9）。

不僅效益遞減，弔詭的是，貞潔

教育還會增加守貞者感染性病的風險。

布克納和畢爾曼追蹤一批在 1995年曾

接受性教育調查的國高中學生，五、

六年後請她／他們提供尿液樣本以檢

測其人類乳突病毒（HPV）、衣原體、

淋病及滴蟲病的情況。結果發現，受

過貞潔教育的「真愛誓約者」 （pledger）

所承受的危險因子的確較小，但是她

／他們的性病感染率與其他未接受貞

潔教育的學生卻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註 10）。

這就奇怪了，如果貞潔教育如其宣

稱的會延後學生的初次性交年齡，降低

性行為頻率，並承受較低的風險因子，

理論上應該更不容易感染性病才對。

為什麼「真愛誓約者」的性病感染率

卻跟其他人沒有差異呢？

研究者解釋，因為跟對照組相較

之下，受過貞潔教育的學生較不常或

不願意使用保險套、避孕藥、事後緊

急醫療等安全措施，或缺乏這些安全

措施的知識與管道。真愛誓約者也較

不願意接受性病篩檢，感染性病後被

診斷出來並積極治療的比例明顯偏低。

受過貞潔教育的學生從事口交和肛交

行為的機率也比對照組高，因為不少

「真愛誓約者」認為性行為只限於男女

陰道交，口、肛交不算做愛，如果她

／他們用口交與肛交取代陰道交，就

不算違反禁止婚前「性行為」的誓約 。

換句話說，雖然「真愛誓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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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伴侶較少、初次性經驗較晚，但她

／他們進行性行為時，因為較不會採取

安全措施，且較常從事口、肛交，所以

跟未受貞潔教育的學生比起來，感染性

病或非預期懷孕的機率偏高（註 11）。

因此，參考以上實證研究，並對

貞潔教育做整體評估後，我們會發現：

在正反因素相抵消之下，貞潔教育課

程對於延後青少年做愛年齡、避免婚

前性行為、降低性伴侶數目，及避免

懷孕與性病，都是沒有效果的。

也因為該課程把重點放在守貞，以

為只要「保護」青少年，甚至動用師長

權威與法律處罰來強力監管青少年的

身體與耳目；以為想盡辦法不讓青少

年做愛，不讓她／他們接觸性資訊就解

決所有問題了。殊不知，此舉反而讓

孩子在面對自身與伴侶的性與情慾時，

缺乏發展安全性關係的知識與素養。

實務上，單向地強調守貞教條、

傳遞恫嚇性道德語言的貞潔教育，將

讓青少年面對性關係時，事前不擅於

溝通協商，過程中不易使用安全措施，

事後不知該如何處理。在人類發展層

面，貞潔教育也阻礙青少年探索自身

的性與情慾，讓青少年錯失了將「性」

納入身心靈發展以形塑健全人格的機

會，甚至有人成年後都不一定清楚性

與情慾之於自身存在的意義（註 12）。

諸多執行後發現的重大缺失顯示：

以保護青少年為道德號召的貞潔教育

反而會讓青少年暴露在較高的性病與

懷孕風險之下，與其原先的道德理念

背道而馳。

貞潔教育不僅無效，竟還造成傷

害？

「貞潔教育不僅無法降低青少年性

活動、懷孕或性病傳染比率，還可能實

際傷害青少年。」美國內華達大學的社

會心理學家懷瑟（Dana A. Weiser）等

如此提醒（註 13）。綜合多項研究後，

我發現貞潔教育會產生三種傷害：

一、傷害青少年的智性與性知識

貞潔教育常在認知層面就「教錯」

孩子。美國眾議院政府改革委員會曾

在 2004年針對聯邦政府補助的所有貞

潔教育案提出特別調查報告，俗稱《瓦

克曼報告》 （Waxman Report，瓦克曼是

提案調查的加州議員 Henry Waxman）。

這份重要報告指出，高達八成的貞潔

教育都含有錯誤資訊。其中包括：（1）

關於避孕、墮胎、性活動風險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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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2）教育內容模糊了宗教與科

學應有的界線；（3）貞潔教育提倡傳

統性別刻板印象；（4）傳遞許多錯誤

的普及性科學知識（註 14）。

以墮胎為例，貞潔教育常誇大墮胎

的身心風險，並播放恐嚇影片給孩童

觀賞。然而，哥倫比亞大學的山塔立

博士（John Santelli）等人以疾病管制

局官方數據指出，墮胎者的心理傷害

風險遠低於貞潔教育中所描述的程度。

透過追蹤墮胎者手術前後的社會心理

境況，研究團隊發現墮胎婦女墮胎後

的壓力與失能比例反而比墮胎前低。

在醫療風險方面，墮胎與一般的懷孕

生產相比，墮胎的醫療風險相對較低。

例如在 1991至 1999年間，美國因懷

孕相關造成的死亡率是每 10萬人中有

11.8位，而合法墮胎的死亡率每 10萬

人中僅不到一人。換句話說，墮胎死

亡率只有懷孕死亡率的 8%（註 15）。

二、傷害人權與倫理

貞潔教育在缺乏科學證據前，就

先使用道德教條預設了「守貞是避免

未婚懷孕、性傳染病和相關健康問題

的唯一方式」 （《貞潔教育的聯邦定義》

第 3條，註 16）。這種限制兒童及青少

年接觸其他性資訊的機會、阻絕兒少

接受多元性教育模式的作法，是違反

憲法權利與國際人權的。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 2003年

發布的《第 3號一般性意見》指出，

「許多國家嬰兒和兒童的死亡率上升。

青少年也容易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

因為她／他們的初次性經歷可能發生

在未獲得適當信息和指導的環境下。」

（第 2段）該意見書特別強調，讓兒童

及青少年接觸並學習能「促進其社會、

精神和道德福祉及身心健康的信息和

資料」是兒少的基本權利。此外，該意

見書更特別提醒學校、家庭及社會教育

在增進兒少性健康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兒童有權通過正式渠道（例如通過

教育機會和針對兒童的媒體）以及

非正式渠道（例如針對街頭兒童、

被收容的兒童、以及生活在困難環

境中的兒童）充分獲得關於愛滋病

毒／愛滋病的預防和照料方面的信

息。⋯兒童需要得到相關、適當和

及時的信息，注意到兒童的不同理

解水平，恰當地適應兒童的年齡層

次和能力，以使兒童能積極和負責

任地處理性行為，保護兒童免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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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毒的感染。委員會⋯要求各國

避免對與健康有關的信息，包括性

教育和有關信息，進行審查、扣留

或故意不進行如實報導。⋯締約國

必須確保兒童有能力獲得知識和技

能，在開始表達其性慾時能夠對自

身和他人進行保護。（第 16段）

⋯與社區、家庭和同儕顧問進行對

話，在學校提供「生活技能」教育，

包括就性行為和健康生活方式問題

進行溝通的技能，是向女孩和男孩

傳達關於預防愛滋病毒的信息的有

益方法。⋯締約國必須為解決性別

差異作出努力，因為這些差異可能

影響兒童獲得關於預防愛滋病毒／

愛滋病的信息，並應確保兒童獲得

適當的預防信息，即使他們因語言、

宗教、殘疾或其他歧視性因素面臨

著限制。（第 17段）（註 17）

有鑑於貞潔教育無法讓兒童及青

少年充分取得相關、適當和即時的性訊

息，以致兒少無法在開始表達性慾時便

具備足夠的「生活技能」 （life skills）以

保護自身與他人，山塔立博士等警告：

貞潔教育會傷害學生取得健康與生活

必備資訊的基本人權（註 18）。

三、傷害性／別弱勢學生的身心健康

與社會關係

此外，貞潔教育對女男同性戀、雙

性戀、跨性別青少年（LGBT youth）

會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以守貞為主的

性教育很難照顧到同志青少年的健康需

求。貞潔教育下的同志青少年不是被忽

視，就是只有在討論愛滋病時才會被提

到，甚至常將同志視為異常或不自然。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團隊批判道：這種恐

懼同志的性教育對同志青少年的健康

是有害的。恐同環境會造成同志青少年

有較高比例的「自殺、孤立感、寂寞、

HIV感染、物質濫用及暴力」 （註 19）。

值得警惕的是，當貞潔教育人士拿

著這些負面結果來恐嚇青少年不要當

同性戀，或恐嚇父母與大眾，甚至以此

遊說官員與立委不要讓青少年接受同

志教育的時候，她／他們並未察覺：自

己擁護的貞潔意識型態正在推動同性

戀恐懼與歧視。這種把一男一女婚姻當

作人生唯一終點，與至高無上單一價值

的異性戀常規主義（heteronormativity）

與異性戀霸權（heterosexual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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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其實正是造成同志青少年上

述身心傷害的主要原因。

換句話說，用上述身心健康的負

面後果來恐嚇青少年不要「變成」同

性戀的貞潔教育者，其實自己正是造

成同志青少年受苦於這些身心疾患的

制度性共犯。

政策建議：避免善意但有害的性

教育、戳破自我實現的預言

我相信，無論是傳授貞潔教育的

志工，或將貞潔教育引進學校的師長，

其出發點都是良善的，目的都是為了

孩子好，希望下一代能健康快樂，體

魄強健，人格健全，美滿「性福」。

然而，「善念不必然結善果」，動

機良善的行動不能保證其效果必定是

正向的。就像澆水是為了花好，但若

在大熱天澆水，反而會讓花枯死。蓋

堤防是為了治洪水，但若未掌握水文，

一味防堵終會招來潰堤滅頂。疏濬導

引，方能長治久安。

性教育也是如此。教育者不能臉上

帶著微笑、溫情關懷，卻用威嚇、禁

止的方式教導性，威權地要青少年簽

卡誓約，就期待她／他們「神功護體」

了。上百篇實證研究已顯示：道德掛

帥的貞潔教育無法達成它所宣稱的目

標。因為輕忽媒體、同儕對兒少的影

響，貞潔教育讓學生性知識不足、不

懂溝通協商、不會事前防範事後救濟，

反而承受更多感染性病與懷孕的風險。

實證研究還幫助我們，戳破了一

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實現的預言是一個社

會學概念，指的是兩項在邏輯或因果上

並不存在真實關聯的可能因素，因為

社會的類推或預測而讓它們同時發生。

例如某支股票明明體質很好，但因為

市場上謠傳該公司要破產了，導致投

資人信心喪失、大舉拋售，結果竟然

真的讓這個模範企業破產了（註 21）。

「自我實現的預言」概念對教育人員很

有啟發：某些具有特殊技能、才藝潛力

的孩子從小不被鼓勵發展自身的興趣

與性向，在文憑主義下，教師和家長

看到她／他們不甚出色的學科成績就

罵她／他們笨，未來「撿角」 （閩南語，

意謂不成材）、註定失敗。因為從小在

這些喪氣話與負能量中長大，這些孩

子自我期許低，也缺乏發展潛力所需

的資源，因此終生「真的」窮途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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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不得志，家長與教師「自我實現」

了自己在孩時種下的「預言」。

「自我實現的預言」概念對當今性

教育發出的警訊是：貞潔教育提倡者恐

怕正逐漸讓她／他們預先設定的青少年

性慘況一步步實現。青少年的性原有愉

悅、有風險、有未知、有創意等各種異

質性、流動性與可能性。但臺灣的貞潔

教育者先預設了青少年的性是不好的、

需要保護的，接著透過訴諸「性病氾

濫、愛滋病危機、墮胎殘忍、青少女懷

孕悲慘」等負面情感，成功動員出教師

和官員對性教育的需求、焦慮與恐慌。

創造出需求後，帶著道德正當性的人員

與教材便能進入校園，甚至透過縣市政

府公文行銷此類課程，再次將上述這些

負面的性觀念，傳遞給學童。

然而，如前實證研究所示，上述

貞潔教育是無效的、造成傷害的；因

此，學童性病、懷孕的比例未獲改善、

甚至提高，青少年的性便「真的」變成

不好的、更需要保護了，「實現了」先

前宣揚貞潔教育人士自己設下的預言。

因為預言成功，貞潔教育者被追捧為

「高瞻遠矚」的先知，又可順勢獲得更

多的道德正當性、名望、社會地位和

經濟資源，同時把性教育失敗的責任

歸咎於他人，並用她／他們建構出的

「性解放」污名來打壓所有正面跟孩子

談性與慾望的教材與教育專業人員。

貞潔教育的自我實現預言可能還

會肇生一種惡性循環。如下圖所示（註

22），因為停滯或惡化的青少年性問題，

讓貞潔教育倡導者又可以不斷複述著

「性病氾濫、愛滋病危機、墮胎殘忍、

青少女懷孕悲慘」的恐慌，獲得更多

來自政府、校園與民間社會的金錢與機

會，進入中央與地方政策決策圈，或進

入校園佔據教育時數，排擠掉學童接觸

其他性教育的機會。然而，因為青少年

的性問題依舊不見改善，貞潔教育在道

 貞潔教育恐會造成惡性循環與「自我實現的預言」

青少年性

問題惡化

增加貞潔

教育經費

無效、無性

又有害的性

教育結果

進行貞潔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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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宣傳修辭下又可吸引進更多金錢與

教育機會……。如此這般，周而復使地

循環下去。

造成「惡性循環」與「自我實現

預言」的貞潔教育在原輸出國，業已

宣告不僅無效，甚至有害。但同時，

這種性教育模式卻依然在臺灣大行其

道。幫學生把關教育品質的官員與教

育從業人員是否應比照黑心油品的處

理方式，在政策層面便將它立即下架，

而非任其侵害基層師生呢？

給老師與家長的教學建議

期待孩子性福的老師與家長一定

很想問：有沒有辦法阻止貞潔教育造

成的自我實現預言呢？有的，其實「自

我實現的預言」有一個攣生姊妹，叫

做「自我解消的預言」 （self-destroying 

prophecy）。自我解消的預言指的是人

們因為預知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而事先

採取預防措施，結果讓該問題根本沒發

生。例如過年期間原本應該塞到怨聲載

道的高速公路，結果因為用路人預知會

塞車，紛紛改道或提前上路，結果順暢

極了―預言失敗，但避免了災禍。

坦誠心胸、正面積極地跟孩子談性

便能實踐這種「自我解消的預言」。子

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果

家長與教師自以為善意地幫青少年過

濾掉所有性資訊，或支持所有「淨化

性言論」的制度（如《刑法》235條、

安裝「色情守門員」等），讓青少年在

「無性室」般的環境下摸索，以為她／

他們成年後就「自然」懂了，結果只會

造成青少年的無知與弱化。此舉等於

將青少年拋棄在曠野，孤立無援地面

對資訊社會裡無所不在的性訊息與性

機會。當臺灣社會步入民主鞏固時期，

傳統上「強加一套師長、家長自認為

對的框架在孩子身上」的威權性教育

幽靈應該被除魅了。

教師與家長應將青少年視為與自

己平等、相對獨立的性主體，用理解、

陪伴，民主討論而非威權灌輸的態度，

協同青少年探索和了解屬於自己的性

態度、性認同與性實踐特質，陪同孩子

準備好她／他們面對性趨力、性邀約、

性行為、性身分、性關係所需的一切知

識、技能與資源。陪伴的同時，臺灣教

師與家長普遍必須先承認自己缺乏足

夠的性知識與技能，承認自己受到道

德、信仰、家庭背景或傳統教育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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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會傾向避談性、禁止青少年的性，

或僅把性當做自然發生的事而不是一

門學問。教師與家長可以學習接受自

己的不足，然後訓練自己保持好奇心，

敞開心胸接受新的性知識與技能。

哥倫比亞大學人口與家庭健康學

系的山塔立等教授指出：

◎ 沒有科學資料顯示青少年間彼此合

意的性行為是有害的。

◎ 沒有科學報告證實在青少年時期展

開性行為對心理健康有負面危害。

◎ 婚前禁慾是否真能促進個人復原力

或影響成人時期的性功能或性失能，

我們對此仍然缺乏證據。（註 23）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的建議是：告

訴青少年，「等你／妳年紀更大些再開

始做愛；但如果你／妳等不及了，請

務必使用避孕（安全）措施」 （註 24）。

這意味著，守貞、推延性行為的觀

念不是不能教，而是不能「只教」守

貞。要從性的正面價值、愉悅的感受，

選擇進入性的時機與意義，婉拒性邀約

的技巧，抵抗性暴力的策略，透過溝通

與對方達成性福的策略，取得能確保性

活動又愉悅又安全的工具（如保險套、

指險套、潤滑液、口交膜、避孕藥、

按摩棒）的合宜管道及正確使用與保

存的方法，到性行為結束後的身心狀

態與社會關係的維持，以及不安全或

非自願性行為之後的緊急處置方式等，

這一整套的性知識與技能要全面性地

教給孩子，才能使青少年裝備齊全地

面對各種未知的性機會或性挑戰。

正面教導性，讓青少年取得保險

套等安全用具就會鼓勵她／他們做愛

嗎？其實，家長與教師不應在缺乏證據

前就過度幻想或恐慌。美國小兒科醫學

會綜合了八篇經過同儕審查、充分控制

其他變因的臨床實驗顯示：讓青少年

更自由地取得保險套並不會增加她／

他們性活動的比例，也不會鼓勵處男、

處女嘗試做愛。便利青少年取得保險

套只是讓本來就有性活動的青少年更

容易取得資源保護自己和對方。因此，

在校園裡廣設保險套販賣機應視為正

常不過的積極衛教制度（註 25）。

此外，面對陌生的性文化，如情

趣用品、性愉虐（BDSM）、戀物、人

獸交、跨代戀等，家長和教師在急著

舉「反對」牌，或貼上「性解放」污名

標籤就把它們打入谷底前，是否也可以

先暫停，深呼吸一下？先秉持著增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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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求知慾、好奇心，搜尋一下科學報

導或讀些社會文化研究書籍，嘗試理解

為什麼有些次文化社群會跟自己有不一

樣的性實踐？性對這些次文化實踐者的

生命有何意義？她／他們是怎麼發展情

慾、協商性關係以達成認同跟生活平衡

的？

早在 1998年，何春蕤教授已於本

刊第三期指出：

當性議題浮現時，多元文化理念之

下的性教育實踐至少必須包含各種

不同研究取向、不同流派，甚至互相

衝突的價值觀與學說；在政治光譜

上至少做到傳統保守派、自由開明

派、前瞻激進派等各派觀點多元並

陳，在言談中列舉討論各派如何看待

該議題（例如婚前性行為、性騷擾、

同性戀、代理孕母、性工作等等），

而非假定只有一種中立客觀的「正

確」性觀念或正確性教育。（註 26）

我們必須一起終結貞潔教育造成

的惡性循環與自我實現的預言，以及

這種教育意識型態已對學生產生的三

種傷害。教師、家長與決策官員都應

承擔責任，一同積極面對性，自在、

開放地學習性，讓性教育可以擺脫道

德與信仰的迷霧，回到行為與健康的

務實考量上（註 27），進而成為學生發

展整全人格，開拓視野，增權賦能的

人生智慧之源。♥

註 1：光 2007至 2008年，小布希主政的最後兩年，上百項的守貞教育計畫就消耗了聯邦預算美
金 $3.52億；以匯率 1:31計算，約新台幣 $109億 1千 2百萬，可建造兩座臺北小巨蛋還
結餘 13億元。見 Kantor, L. M., Santelli, J. S., Teitler, J., & Balmer, R. (2008). Abstinence-only 
policies and programs: An overview. Sexuality Research & Social Policy, 5 (3): 8.

註 2：須注意的是，貞潔教育多使用「兩性教育」或「性別教育」一詞，而非法定的「性別平
等教育」。因為貞潔教育不強調、甚至反對男女兩性平等，主張男女天生有別，不能混淆，

恐懼性別界線的消失。該教育也反對多元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平等，支持性／別二分的刻

板系統，甚至明言或間接宣揚異性戀本質性地比同性戀優越。例如：某教材會提供數十

項人格特質，由志工媽媽引導學生用藍筆圈出「屬於男生的特質」，用紅筆圈出「屬於女

生的特質」，藉此再次劃分男女二元對立的界線。關於貞潔教育與基督教福音派信仰淵源

的歷史討論，請參見 Kantor, L. M., Santelli, J. S., Teitler , J., & Balmer, R. (2008). Abstinence-
only policies and programs: An overview. Sexuality Research & Social Policy, 5 (3):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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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支持此論點的研究不勝枚舉，擇要列舉具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Weiser, D. A., ＆ Miller, M. K. (2010). Barack Obama vs Bristol Palin: Why the President’s sex 

education policy wins.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13 : 411-24.
Trenholm, C., Devaney, B., Fortson, K., Quay, L., Wheeler J., & Clark, M. (2007). Impacts of 
Four Title V, Section 510 abstinence education programs: Final report . Trenton, NJ: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Underhill, K., Montgomery, P., & Operario, D. (2007). Sexual abstinence only programmes to 
prevent HIV infection in high income countries: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5 : 
248-52. doi: 10.1136/bmj.39245.446586.BE.
Kirby, D. B. (2008). The impact of abstinence and comprehensive sex and STD/HIV education 
programs on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Sexuality Research & Social Policy, 5 (3): 18-27.

註 4：之所以強調正統的「美國小兒科醫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AAP），是要跟
另一個容易魚目混珠的組織「美國小兒科醫師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Peds）做區隔。在 2002年，正統的「美國小兒科醫學會」 （AAP）基於長期研究，發
現同志家庭的小孩與異性戀家庭並無差異，因而發表聲明支持同志伴侶領養小孩。此舉

引發少數會員出走，成立了後者（ACPeds）。基於性道德價值才成立的「美國小兒科醫師
學院」，研究常有引用錯誤、誤信權威等邏輯謬誤，研究者的研究設計與結果容易被意識

型態主導，因此證據資料容易有問題，或得出不被學界接受的結論，讀者應小心明辨。

幕後詳情請見高穎超（2012）。〈看穿科學迷障：「美國小兒科學院長信」事件的真相〉。《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57：69-73。

註 5：請參見：http://pediatrics.aappublications.org/content/126/3/576.full.html。強調為原文所有。
The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0). Policy 
statement- sexuality, contraception, and the media. Pediatrics, 126 (3): 576-582. doi: 10.1542/
peds.2010-1544. 

註 6：Trenholm, C., Devaney, B., Fortson, K., Quay, L., Wheeler, J., & Clark, M. (2007). Impacts of 
Four Title V, Section 510 abstinence education programs: Final report . Trenton, NJ: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註 7：請參見 Bearman, P. S., & Brückner, H. (2001). Promising the future: Virginity pledges and first 
intercour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4): 859-912. 尤見頁 890-891。

註 8：引述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坎特教授等所言。Kantor, L. M., Santelli, J. S., Teitler J., &  Balmer, 
R. (2008). Abstinence-only policies and programs: An overview. Sexuality Research & Social 
Policy, 5 (3): 6-17.

註 9：Rosenbaum, J. E. (2009). Patient teenagers? A comparison of the sexual behavior of virginity 
pledgers and matched nonpledgers. Pediatrics, 123 : 110-120. doi: 10.1542/peds.2008-0407.

註10：Brückner, H., & Bearman, P. (2005). After the promise: the STD consequences of adolescent 
virginity pledg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6 : 2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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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遺產基金會的瑞克特（Robert Rector）曾重新分析了布克納和畢爾曼的資料，並嚴厲批
評兩人的研究。然而，瑞克特的研究沒有經過學術社群的同儕審查，只是一篇研討會論

文。而且瑞克特使用的資料來自於問卷填答人自我報導性傳染病的情況，跟布克納和畢

爾曼以實驗室檢體為樣本相較起來，瑞克特的資料可信度較低。因為很多性傳染病是沒

有症狀的，而且真愛誓約者較不會主動去檢驗性病，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感染，因此瑞

克特的自陳問卷資料會低估真愛誓約者的性病感染率。參考：Rector, R. E., & Johnson, K. 
A. (2005). Adolescent virginity pledges, condom use,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mong 
young adul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Welfar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onfere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June 14, Washington, DC. 及 Santelli, J., Ott, M. 
A., Lyon, M., Rogers, J., Summers, D., & Schleifer, R. (2006).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 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8 : 72-81.

註 12：新版的《人類發展》教科書已經積極肯認性與情慾是人格發展的重要部分，從幼童期就
應該積極施教。相關譯介請見高穎超（2012）。〈從心理學教科書《人類發展》看見同志生
命的多樣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7：84-97。

註 13：Weiser, D. A., & Miller, M. K. (2010). Barack Obama vs Bristol Palin: Why the President’s sex 
education policy wins.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13 : 421.

註 14：請參見：http://oversight.house.gov/documents/20041201102153-52047.pdf或 http://www.apha.org/
apha/PDFs/HIV/The_Waxman_Report.pdf。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Minority Staff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2004). The content of federally 
funde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programs.

註 15：Santelli, J., Ott, M. A., Lyon, M., Rogers, J., Summers, D., & Schleifer, R. (2006).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 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8 : 74, 78.
Chang, J., Elam-Evans, L. D., Berg, C. J., Herndon, J., Flowers, L., Seed, K. A., & Syverson, C. 
J. (2003). Pregnancy-related mortality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1991-1999.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MMWR), 52 (SS02): 1-8.
Strauss, L. T., Herndon, J., Chang, J., Parker, W. Y.,  Bowens, S. V., Zane S. B., & Berg C. J. 
(2004). Abortion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1.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MMWR), 53 (SS09): 1-32.

註 16：Title V, Section 510(b)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另見 U.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Bureau. 
(2000). Understanding Title V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A guid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feder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block grant. Rockville,  MD: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Bureau, 
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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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7：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03). General Comment No. 3: HIV/AIDS and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GC/2003/3), Sess. 2, 6, 16, and 17. 中文翻譯取自聯合國兒童權利委
員會（2003）。第 3號（2003年）一般性意見：愛滋病毒／愛滋病與兒童權益（官方中文
版），第 2、6、16及 17條。請參見：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
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GC%2f2003%2f3&Lang=zh。

註 18：Santelli, J., Ott, M. A., Lyon, M., Rogers, J., Summers, D., & Schleifer, R. (2006).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 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8 : 72.

註 19：同註 18文獻之第 78頁。
註 20：部分「真愛聯盟」與「守護家庭聯盟」的支持者常誤解「異性戀霸權」中「霸權」概念

的原意，容易望文生義以為「霸」代表霸道，主張自己才是被同志平權支持者打壓的「弱

勢的多數」。相關概念的釐清，請參見游美惠（2015）。〈「異性戀霸權」是什麼？〉。《巷
子口社會學》，http://twstreetcorner.org/2015/02/03/youmeihui/。

註 21：參考 Jary, D., & Jary, J. (2006). Self-fulfilling and self-destroying prophecy. In D. Jary & J. Jary 
(Eds.), Web-linked dictionary: Sociology  (pp. 547-548).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註 22：此圖感謝蔣琬斯的啟發，由作者重新繪製完稿。
註 23：Santelli, J., Ott, M. A., Lyon, M., Rogers, J., Summers, D., & Schleifer, R. (2006).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 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8 : 74.

註 24：請參見：http://pediatrics.aappublications.org/content/126/3/576.full.html。The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0). Policy statement: Sexuality, contraception, and 
the media. Pediatrics, 126(3): 578. doi: 10.1542/peds.2010-1544. 

註 25：同註 24。
註 26：何春蕤（1998）。〈性／別教育中之偏見：性教育的動力學〉。《兩性平等教育季刊》，3：68-

73。值得注意的是，當貞潔教育者或其支持者在未理解「性解放」理論內涵究竟為何前，往
往將何教授的性解放研究極度污名、打壓與賤斥。但若謹慎閱讀何教授的原文，讀者應會

發現：何文在倡議民主與多元文化的性教育時相當重視各種性教育流派，並認為教育者在

學生面前應充分呈現從最保守到最激進的性教育觀點，民主開放地與學生討論各種性議題。

註 27：Santelli, J., Ott, M. A., Lyon, M., Rogers, J., Summers, D., & Schleifer, R. (2006).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 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8 : 72-81.

謝誌：本文成形受益於 Dr. Eugenia Conde 提供的部分文獻資料。成文後我感謝張尤麗、莊淑靜、蔣琬

斯、蘇芊玲（依姓名筆畫）等人審閱初稿並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同時特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

的實質建議與鼓勵，相當受用；以及作家林佑軒（《崩麗絲味》作者）協助中文編修使本文更順暢

易讀。惟文責仍由作者本人當然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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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所公布的前年初婚年齡

統計，男、女的初婚年齡再

創新高。《中國時報》特別訪談了愛情

公寓、詹媽媽華人姻緣網等交友、相親

網站，訪談中提到年輕人求偶的需求仍

高，父母也同樣心急，代表年輕人一樣

在乎，但為何仍然晚婚呢？報導的最後

是「詹媽媽分析，兩者差距愈拉愈遠，

主要與家庭少子化、年輕人臉皮薄有

關，簡單來說，就是不喜歡被拒絕的感

受，男生不願意主動踏出第一步，女生

又矜持，就這樣『妳等我、我等你』過

了好幾年」 （註 1）。

《東森新聞雲》的標題〈自主性高、

臉皮薄　男 32女 29.7初婚年齡創新高〉 

（註 2）與上面的評論都在告訴我們：只

要年輕人的心態改變了，初婚年齡就會

提前。這個想法反映了兩件事：第一，

初婚年齡高是「問題」，應該要被解決；

臺灣異性戀男女的青春羅曼史

第二，解決方式要從年輕人下手，要讓

年輕人去結婚。初婚年齡變成新聞，已

不是新鮮事了。2013年，初婚率同樣也

被各大媒體報導成一個社會問題，當時

《自由時報》引用了國民健康局的提醒：

「晚婚會造成受孕率下滑並且容易生出

有先天疾病的胎兒」 （註 3），藉此希望

（或恐嚇）臺灣人可以早點結婚。

在臺灣，戀愛、婚姻、家庭與生育

連結在一起，而低生育率一直被認為是

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對於國家而

言，要解決生育率的問題，就要解決晚

婚及不婚的問題，要解決晚婚及不婚的

問題，就要從「戀愛」著手。2011年，

教育部社教司曾表示要出版《二五必

讀》，教導年輕人如何談戀愛（註 4），

內政部更於 2011和 2012年起，舉辦 22

梯次的未婚聯誼活動，並在 2013年更

進一步：「內政部戶政司副司長蘇清朝

■蔡宜文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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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今年暫不續辦聯誼，改到各地與青

年學子座談，積極宣傳婚姻價值，目前

已舉辦 4場。」 （註 5）。

很明顯的，臺灣政府希望年輕人要

談戀愛―並且是可以進入婚姻的戀愛。

若說國家及社會認為不婚、不孕是

問題，而戀愛是解決問題的源頭，我想

問的是，這些造成「問題」的臺灣年輕

人們又是在談什麼樣的戀愛？是否與國

家社會所想像的類似呢？要回答這個問

題，我認為要先回覆兩個問題：什麼樣

的戀愛是理想的戀愛？臺灣年輕人的戀

愛經驗是什麼樣子？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我採取兩

個策略找尋答案。首先，我分析兩性書

籍，刻畫出當代臺灣社會所推崇戀愛

的「公開故事」 （註 6）。然後，藉由訪

談 28位臺灣異性戀年輕男女對於戀愛

的理想、想像以及現實的戀愛經驗，建

構出臺灣異性戀青年男女的「羅曼史」

（romance），看這些人如何實作他／她

們的戀愛，又如何與「公開故事」對

照、對話，藉此呈現出臺灣異性戀年輕

男女戀愛的樣貌。從我研究中可發現兩

個臺灣年輕異性戀男女的戀愛經驗：一

是兩種對於愛的要求與論述在互相拉

扯；二是親密關係當中看似平等，實際

上卻並非如此的性別關係。

殊途同歸的兩種愛的論述與兩端

拉扯的戀愛經驗

在我的研究中，我以張愛玲的《紅

玫瑰與白玫瑰》 （註 7）作為譬喻，認為

在當代我們都有故事中的兩朵玫瑰。一

朵是浪漫鮮豔的紅玫瑰，我稱為「愛情

神話」，指對於浪漫愛較傳統的想像，

像是偶像劇、言情小說、少女漫畫、戀

愛等所描述那些轟轟烈烈，有情人克服

萬難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又或是在受

訪者口中提到的「無時無刻都想見面、

黏在一起／有愛就可以走下去／純純的

愛／為了追求女生努力提高自己條件／

鍥而不捨」等；一朵是平實、細水長流

的白玫瑰，我稱為「現實主義的愛」，

受訪者在訪談中常常提到對於愛情神話

的破滅與失望，認為真實的愛應該是日

常生活中緩慢的相處所建立而成。

現實主義的愛往往順著愛情神話的

戳破或幻滅而生，因此無論在公開故事

及訪談中，都可看到一種假性的線性發

展：好像藉由學習、成長，總有一天，

我們就會破除愛情神話這個迷思，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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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談一個成熟、健康，適合於異性戀婚

姻與家庭的戀愛。但實際上，從受訪者

經驗中可看到，他們多數時候是在不同

面向、生活經驗上擷取這兩種定義下的

愛作為解釋的觀點，並常互相矛盾、否

定。「他是真的愛我嗎？」與「我是真

的愛他嗎？」這兩個問題不再是自溺的

小說對白，而是戀愛者經驗中上演的對

於伴侶感情是否「真」的論辯。即使國

家與社會更期待年輕人談一個適合於進

入家庭與婚姻的現實主義的愛，我看到

的是這些戀愛中的男女在兩種論述之間

來來回回，就好比《紅玫瑰與白玫瑰》

中提到選擇紅的，白的就是床前明月

光；選擇白的，紅的就是心口上的硃砂

痣一般。戀愛者們總是想著，哪一個才

是真正（比較好）的「愛」。

受訪者在這兩種愛中拉扯，常常表

達出想要愛情神話的愛卻又無法拋棄

現實主義的愛所給予的安穩。有位受訪

者提到自己對初戀男友有許多非常浪漫

而任性的要求，例如要無時無刻黏在一

起、希望有非常戲劇化的驚喜等，在初

戀因此告吹後，她逐漸體認到愛情不是

那麼夢幻，要有自己的空間。雖然往後

所談的戀愛確實比起初戀「成功」，但

她覺得自己好像沒那麼愛後來的對象，

那些戲劇化的才是真愛，只可惜無法維

持。另一位受訪者則告訴我，他以前一

直在追求外型上很美麗或在知性上能超

越自己的女性，他認為現任女友兩者都

不是：「（和現任女友）交往後，我才發

現穩定才是我那個時候最需要的東西，

你可能沒辦法跟正妹上床，或是跟正妹

發生關係，正妹並不能帶給你安定感，

你反而會很焦慮」。雖然他仍期待能夠

有不同形式的關係，只是他認為自己應

該要妥協，若想要現在的安定感，就必

須要接受。同樣的接受或覺得應該要穩

定，一直不停出現在不同男女受訪者的

訪談之中，就連目前正處於開放性關係

的受訪者，也跟我說總有一天他會「成

熟」，變成好男人，進入家庭，只是不

是現在。

從上述可看出，這兩種「愛」最終

都指向一個長期、穩定、進入婚姻或家

庭的關係，看似挑戰浪漫愛的現實主義

的愛，或許戳破了兩個人只要有愛就可

以克服萬難的美好幻想，但它更告訴我

們：若想要有一段穩定親密關係，就要

更「努力」地經營，只要努力，就會得

到美好的結果。因此，所有人都在談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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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尋找最適合自己的伴侶，同時又期

待在這段關係當中學習，讓下一段關係

「更好的」方式。現實主義的愛不但沒

有挑戰，反而更加鞏固了「幸福快樂永

遠在一起」的神話。

藉由探討個人在面對親密關係的困

境時要如何轉換心態、改善技巧、增進

能力等，現實主義的愛鼓勵戀愛者學習

克服困境以利於愛情的存續，反而更加

深了戀愛後進入婚姻與家庭的連結。我

並不反對努力學習維繫關係，但這種思

考忽略了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等結

構在個人身上所造成之影響，好像多數

親密關係的困境都是自己「不夠努力」

所造成的，卻甚少討論「為什麼會有一

群人都有這樣的親密關係困境？」我認

為，這種想法才是臺灣當前親密關係困

境之所在。

當「努力」的要求逐漸變成了兩

造衡量這份關係的量尺時，另一個問題

是，這個度量衡並不是性別平等的。

親密關係中的性別

無論男女，受訪者往往認為現實主

義的愛情論述較為「進步、平等」，即

使沒有得到如同愛情神話讓他們期許的

愛情，他／她們仍會覺得現實主義的愛

比較好，在兩性書籍中也可看見這種比

較「現代、進步且性別中立」的觀點，

但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從公開故事觀之，愛情神話

對於男女的想像，像是偶像劇、言情小

說等文本中，洋溢著「男往下娶、女往

上嫁」、男主外女主內等刻板印象的確

立，即使像《敗犬女王》 （註 8）這種看

似女大男小、女性成就較高於男性的偶

像劇，最後仍然以男主角有較好的家世

背景、考上醫生等方式翻轉回一般男高

女低的社會位階。現實主義的愛就是性

別中立的嗎？不，看似性別中立的現實

主義的愛往往藉由諮商、精神分析等專

業，將現行性別差異本質化，認為是戀

愛者自身必須要努力的問題。精神科醫

師鄧惠文（2011、2012）在其暢銷之兩

性書籍中，討論到男人都喜歡大胸部的

女人時，使用「伊底帕斯情結」進行分

析，認為這現象是「正常的」；在討論

為何男人不願意跟女人談感覺時，同樣

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提出解釋，在男人的

成長過程中，其男性認同來自於切斷與

母親的連結以獲得成長，因此當與男性

討論感覺，容易使他們覺得自己被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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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的控制之中，而造成恐懼。這類兩

性書籍的論述將親密關係的責任回到戀

愛者身上，藉由「理性客觀」的方式再

度鞏固了性別氣質與性別刻板印象。

其次，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自

己在進入符合現實主義的愛之戀愛時，

關係中的兩人對彼此的要求是一致且

平等的，這樣的關係才「正確」。但我

認為受訪者對於關係兩造「平等」之要

求，只能說是交換上的「對等」，就好

像戀愛中有一個「虛擬貨幣」，藉由看

似中立、等值的貨幣來兌換彼此的付

出，並藉此衡量兩人之間是否「平等」。

在這過程中，現實主義的愛所強調的溝

通與協商就像是講價，自己的付出值多

少價碼，對方的付出又值多少價碼。

在這講價的過程中，性別介入了。

許多付出因其性別之故被放大價值，又

有許多付出因其性別之故被縮小價值，

這些放大與縮小並不會被這些行動者所

感知。例如，女性因為薪資結構不平等

的關係，在物質上的付出可能較少，也

因此被預設要多付出情緒或家務上的勞

動，但相較於男性，女性在情緒與家務

上勞動往往被估計為價值較少的付出。

如此一來，男性會認為自己在關係上受

到不平等對待，因為在交往中男性的付

出在上述機制的估算上是較多的。這反

而造成了平等假象，好像現在性別間已

經很平等了，甚至原本的既得利益者反

而成為了「弱勢」。但實際不然，那些

隱藏在協商跟溝通中的機制沒有消失，

被放大跟縮小的判斷沒有浮上檯面，只

是以個人良心、道德以及談戀愛的技巧

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我們都知道，問題

無法也從未藉由這個方式解決。

Jamieson在《親密關係》一書中，

將 Giddens所提出的匯流愛的概念―

重視交談、聆聽、分享想法、將感情

表達出來的親密關係，稱為揭露式親

密關係（disclosing intimacy），自由而

公開的溝通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

關係的參與者透過自由的溝通產生合

約，當任一方覺得受到壓迫或不公平

的時候，就可以訴諸於這個合約（蔡明

璋譯，2002）。跟 Jamieson一樣，我認

為 Giddens低估了長期性別不平等的情

況，在此情況下，強調協商、溝通及自

身反思的揭露式親密關係，有時反而將

傳統的性別分工、性別氣質、刻板印象

等，藉由「協商結果」重新回到私人的

關係之中。從我研究中亦可看到，當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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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者是以交換的對等來衡量彼此關係是

否平等時，其溝通與協商的方式常常讓

那些老故事、舊的意識型態、那些我們

以為已經落伍的觀念，重新藉由這些機

制回來變成「個人選擇」的一部分。

真正平等的關係，仍然需要一個性

別平等的社會。

小結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到底臺灣的年

輕人在談怎麼樣的戀愛？從我的研究可

看到，談戀愛被認為是件開心的事，所

有受訪者都表示想也喜歡談戀愛，幾

乎所有人都想擁有長期關係或成家。

然而，受訪者也常常提到經濟上的不允

許，或現行關係仍不夠理想而無法進入

婚姻或家庭。我所訪談的群體，在同齡

中是屬於較高收入或高教育的社群，他

／她們卻仍然認為自己各方面條件無法

維繫長期親密關係或「一個家」。除了

當代年輕人對於經濟的不安定感以外，

我認為還包含了他／她們對「親密關

係」的看法。

從受訪者及兩性書籍把性別平等

視為進步的價值觀，以及把平等納入親

密關係的評價，我們可以稍微樂觀地認

為，親密關係確實在「轉變」，但轉變

過後呢？我並不認為現實主義的愛就是

Giddens所言之匯流愛，但我認為相較

於傳統愛情神話的愛，似乎更靠近了一

點。當我們更進一步地挑戰了浪漫愛之

後，然後呢？

我個人最大膽的問題與立場，就是

我並不認為以公領域的民主化思維來轉

變私領域的親密關係是唯一的一條路。

即使只是強調交換的對等，也某種程度

改變女性為了愛自願勞動，或是在親密

領域的局限處境。但那些神秘的東西，

像是戀人之間的心電感應、察言觀色或

是體貼、溫柔的能力（註 9），都應該

要回歸到所謂的理性、溝通與協商嗎？

而這些不正是向來被賦予在男性身上的

特質嗎？我並不認為女性就無法理性、

冷靜、解決問題等，而是為什麼最後

「正確的」親密關係仍然是依循著陽剛

特質的價值來發展，而不是去思考一個

重視情感、情緒、強調陰柔氣質在親密

關係中的重要性，卻同時又關心兩造平

等的親密關係呢？

愛（應該）是什麼？作為一個研究

者、一個戀愛中的年輕人，我認為重點

並非辯證愛可以或應該是什麼，而是談

戀愛不應該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

我希望這篇文章能提供一個小小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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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讓我們開始想像戀愛者們能更平等

且輕鬆談戀愛的可能性。異性戀關係作

為異性戀者接觸另一性別密切、緊密且

息息相關的經驗，會深深地影響其對於

性別政治的看法，因此我認為，唯有當

戀愛不再這般的困難，性別平等的理想

才可能真正實現。 ♥

註 1：《中國時報》，2014/06/14，〈初婚齡創新高　男 32、女 29.7歲〉。
註 2：《東森新聞雲》，2014/06/14，〈自主性高、臉皮薄　男 32女 29.7初婚年齡創新高〉：http://

www.ettoday.net/news/20140614/367759.htm。
註 3：《自由時報》，2013/05/26，〈新郎平均 31.9歲、新娘 29.5歲／晚婚成趨勢　登記對數也變

少〉。

註 4：《自由時報》，2011/10/04，〈教部編寫戀愛祕笈　傳授 25歲的你談情〉。
註 5：《蘋果日報》，2013/05/26，〈女 29.5歲才婚　愈來愈晚〉。
註 6：借用 Jamieson「公開故事」之概念，人們在檢視自己的親密關係時，常會不經意地使用檯

面上具有影響力的「成功」故事，作為對照、比喻或舉例（蔡明璋譯，2002）。
註 7：張愛玲（2010）。《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2）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張愛玲典

藏新版〕 》。臺北：皇冠。
註 8： 2009年三立電視臺偶像劇，楊謹華、阮經天主演。敗犬，泛指已過適婚年齡但未婚的女性，

本劇即在講述一名 33歲被稱為「敗犬女王」的女主角與年紀較小的男主角間的愛情故事。原
本男主角為女主角公司的助理，後隨劇情發現是醫生世家醫學系高材生，更計畫赴美留學。

註 9：不可否認地，浪漫愛或是愛情神話是肯定陰柔氣質所讚揚的特質，像是強調情感的連結、
情緒的重要性與感知能力、強調女性以自身陰柔氣質轉化男性的陽剛氣概，使之成為適合

於親密關係的對象等等。雖然這些認知亦強化了愛情中女性自願的勞動，使得女性更期待

愛情，更投入親密領域，並且被認定天生就有這樣的能力，但這些東西的價值應該要更被

高估，而並非僅有協商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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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但在

傳統哲學史或哲學家的紀錄中，

完全看不到女性的存在，是因為女性過

去沒有受教機會，所以一直缺席嗎？這

疑問，相信也曾出現在其他學門中。

女性思想家／哲學家是否存在過？

她們提出過什麼想法？做過什麼？有什

麼影響力？這些探索成為女權主義哲學

或是哲學領域內性別研究的範疇之一。

這研究是一項異常繁瑣的考古整理工

作，而且年代越早，越具挑戰性。近幾

十年來，許多學者努力不懈，終於讓一

些女性前輩從埋沒的歷史中重現。儘管

大部分的身影仍模糊，有的只是隻字片

語的紀錄，但她們「曾經存在過」是肯

定的。

本文以西方早期女性思想家／哲

學家中，資料相對較多的羅馬時代亞歷

山大城（註 1）的希帕提雅（Hypatia of 

Alexandria，約 370-415） （註 2）之故事

為例，希望拋磚引玉，激發大家追尋女

初探羅馬時代女性思想家／哲學家
希帕提雅（Hypatia）

性思想家／哲學家的興趣。

希帕提雅的時代與思想背景

羅馬早期接收希臘許多遺產，進

入帝國時期之後，希臘化時代的哲學

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斯多噶派

（Stoics）、伊比鳩魯派（Epicureans）、

懷疑學派（Skeptics）。同時，許多宗教

派別也成為人民的新希望與慰藉，如：

埃及的伊希斯（Isis）、波斯的米斯拉斯

（Mithras）；天主教在 4世紀末成為國

教，其後的影響力自然不容小覷。自西

元 3世紀起，融合與綜合的想法越來越

多，一種新柏拉圖哲學（Neoplatonism）

出現，將柏拉圖思想與一神論信仰做

結合，如：普羅丁（Plotinus）；在天主

教護教與傳教的思想論述中，則以奧

古斯丁（Augustinus）最為有名，這些

都是當時重要的思想流派。

位於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因擁有

當時數量最為龐大的圖書，加上未經歷

■何珮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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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大戰亂的破壞，因此繼希臘雅典之

後，成為歐亞非學術與文化的中心，是

當時學者求學與留學的目的地。但另一

方面，因為此時羅馬帝國衰敗，政經問

題層出不窮，加上錯綜複雜的人種、歷

史、宗教等問題，各式各樣的大小衝突

不斷。這時早期天主教的勢力雖已佔上

風，但仍是一個有多種思想派別與多種

宗教信仰活動存在的地方。

從流傳下來的羅馬法條中得知，

比起希臘時代，這時的婦女多了一點權

力與改變生活的可能性，例如：可以離

婚，但依法婦女仍需有監護人，並非是

擁有自主性的公民。在教育上，羅馬的

女性雖有受基礎與技能教育的機會，但

能享有完善與高等教育的女性仍是鳳毛

麟角，本文的希帕提雅算是一個非常特

殊的案例（Alexandre，1993）。

希帕提雅的生平（註 3）

希帕提雅是亞城 4-5世紀非常著名

的學者。大多數的資料顯示，希氏的父

親特翁（Theon）是亞城博物館大學的

數學與天文學教授，也是她的啟蒙老

師。至於她的哲學教育師承何方，眾說

紛紜，有人主張她是自學而成，有人主

張她曾留學雅典或從新柏拉圖學校習

得。30歲左右，她開始在博物館大學

教授各種哲學、數學和天文學，並且還

以一個女性、非天主教徒／異教徒的

身分，在天主教勢力已經成為主流的亞

城，被任命為新柏拉圖學校的校長。這

是件非常稀罕的事，可見她的學問與能

力確切地被肯定。西元 415年，她被一

群狂熱的天主教派系分子謀殺，原因至

今不明，但應與教會有密切關係。

要想知道一個更鮮明的希氏形象，

可從同時代教會歷史學家司高拉斯帝庫

斯（Socrates Scholasticus，380-440）的

描述中得知：

在亞城住著一位名為希帕提雅的

女性，她是哲學家特翁的女兒，受

過非常傑出的教育，並讓當時所有

其他的哲學家相形見絀。延續自普

羅丁（Plotinus），她的授課更讓她

成為新柏拉圖學說的領導人物。她

非常博學，教授學生他們想上的課

程，包括當時所有的科學。面對當

時的官方，她也非常直率、坦白且

有自覺，這是因她所受的教育給予

她這般的自信。另外，在全是男性

的社會中，她不怯懦，自在地出入

其間。因為她如此卓越、聰慧與堅

毅，使得所有人都對她抱持著敬畏

和讚賞。但希氏卻成為當時某種陰

謀的犧牲者，因她常與歐瑞斯特斯

（Orestes）往來，他是當時羅馬皇

帝任命的總督，所以在天主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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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就有了一些誣衊重傷的謠言出

現─希氏是讓歐瑞斯特斯無法

跟當時的主教柯瑞（Cyril）建立友

好關係的原因。因此，一些躁急者

就在教會朗讀者彼得（Peter）的帶

領之下一起密謀，在她從某個活動

場合回家的路上，從背後攻擊她。

這些男人把她從馬車上拉下來，殘

暴地拖至教堂，剝光衣服，將身體

割撕成碎片，最後還分屍，並將它

們帶至山丘焚燒。這事件帶給柯瑞

主教，還有亞城教會極大的恥辱。

（Rullmann，1993：61）

其他關於希氏生平的紀錄中，還有

一些有趣的橋段，如：有人因為希氏講

學常身穿補丁破袍，譏諷她宛如犬儒

學派（Cynic）的教師。有學生被希氏

的美貌與博學多聞所吸引，進而展開追

求，但她唯一的興趣是討論哲學，為了

結束被騷擾，她用類似衛生紙的東西砸

他並怒斥：「在你心中感受的，竟是性

的喜悅，而非對哲學／真理的喜悅」。

另外，從學生敘內西烏斯（Synesius）

所留下與老師的書信往還中得知，她的

教學比父親還成功，而且授課的內容彰

顯出她驚人的博學，並清楚證明她在當

時已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與不容忽視的

政治影響力。

希氏在那個時代，以未婚女性的

身分，走上奉獻教育與研究學問之路，

就已經夠篳路藍縷，但她似乎不滿足

於此，還積極的參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層

面，因此躲避不了當時複雜的政治與宗

教糾結，甚至犧牲了性命。從上述的段

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聰慧博學，

是位卓越的老師，是位極優秀的學者，

更是有勇氣面對現實社會挑戰的鬥士。

希帕提雅的哲學思想（註 4）

科學的新柏拉圖學派雖在 3世紀

初蓬勃發展，將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抽

象的自然科學成果結合，但在普羅丁統

整後，陷入神秘信仰與自然神學中。他

的三位一體論述：太一（the One）／

神聖精神（Nous）／靈魂（Soul）是有

等級差異的，自然與感覺世界皆由靈魂

所生，靈魂的最佳狀態是相似於神聖精

神的時候；此時它是靜觀的，而它所創

造的世界，即使再好也不過是永恆世界

的一個摹本。加上現世變動紛擾，因此

普羅丁認為應轉為關照永恆世界，更傾

向出世。但普羅丁死後，該學派又因地

域，區分成不同的小派別，各有其特色

（何兆武、李約瑟、馬元德譯，2005）。

亞城的新柏拉圖派重視形上系統，

也因為多神的傳統，將和諧的追求發展

成為重心，加上希氏本身數學與天文學

的訓練重新重視科學層面，她的新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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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思想主張給予形上冥想較少價值，這

也符合亞城當時強調融合與應證科學上

成果之重要性。所以希氏之後的亞城新

柏拉圖學派，有別於希臘雅典的新柏拉

圖學派，是可以理解的。可惜她在課堂

中所講述的內容，或是所呈顯的哲學立

場，並未流傳下來。

幸好從學生敘內西烏斯的通信中得

知，他的作品是在老師的教導與同意之

下出版的，因此推知他的論述可間接呈

顯老師的主張，或是老師可以接受的一

種主張。他認為，從神聖精神本身產出

物質與具體的宇宙，還有具感知能力的

眾生；但物質是邪惡的，神聖精神卻是

神聖的，因此人類是一半物質一半精神

／理性的，即部分邪惡部分神聖的。人

可以透過自我戒律，以及對感官批判性

的壓抑，從萬能的神聖精神（註 5），

接受其最真實最直接的啟示。從中可

知，亞城新柏拉圖學派對於其他思想或

信仰的彈性與融合力，以敘內西烏斯來

看，他結合了柏拉圖、普羅丁、神祕主

義、天主教義等，其中自然應該也包含

來自於老師希氏的論述。

此外，因希氏對數學與天文學的興

趣，所以在古典哲學家的教學上，特別

注重形上學、宇宙論，還有認識論的說

明，而非倫理與政治層面的論述。也因

她哲學上卓越的會通能力，讓她可用這

些理論基礎，來評估她那個時代有關代

數、幾何以及天文的理論，進而讓天文

學在西元 4-5世紀成為所有哲學中最科

學化的知識。換言之，對希氏與那個時

代的知識分子而言，形上學、宇宙論可

以導出數學、天文學、幾何學和物理，

透過這些學科得以回答許多宗教、社會

以及政治上的大問題。

綜合上述足以推知，希氏在對待學

問或處理問題時，並不獨斷排斥，也給

予融通的可能，所以她應有肯定多樣存

在的態度，以及尊重多元的信仰，這與

今日性別研究的精神是相呼應的。

希帕提雅的其他成就與遺產（註 6）

希氏在數學與天文學方面曾撰寫

很多上課教材，但多已佚失，有些或

許可在她父親的著作中找到，但因過

去都用抄寫方式流傳，所以哪些是希

氏寫的已分不清了。另外，她也可能

幫助父親對歐基里德（Euclid）的幾何

原本（Elements）以及其他作品進行校

訂與註解，如：對笛歐峰（Diophant）

算數的註釋、解釋阿波羅尼烏斯（Apol-

lonius of Perga）的曲線理論、評論托

勒密（Ptolemy）的數學匯編（Syntaxis 

Mathematica），並修正古代天文學的數

學與運算值，讓所得答案更加精確。雖

然上述的希氏貢獻仍然缺乏明確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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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從許多早期數學史的紀錄中得

知，亞城的數學發展（如代數與幾何的

結合）對於人類科學的推進有決定性的

影響。而希氏為其中一分子，這是無庸

置疑的。

希氏還對托勒密太陽的移動理論產

生懷疑，若她未早死，或許地球中心說

在西元 4-5世紀就被推翻。此外，她還

發明與製造器械，至少有兩個科學儀器

與她有密切關係，一個是天體三維式立

體的星座圖，另一個則有不同版本，有

一說是濾水器，另一說是水中望遠鏡，

也有人說是比重計。

希帕提雅的重要性

希氏的悲慘遭遇紀實，最早出現在

教會史中。之後雖在其他歷史紀錄獲得

第一位女性數學家、天文學家的稱號，

卻不曾出現在傳統哲學史或哲學家紀錄

中，也在重要的哲學百科全書缺席。事

實上，她是一個極具影響力、非常重要

的後古典時代學者。

希氏死後，當時的科學與其他非天

主教的哲學思想，明顯受到箝制與陷入

低潮。在某些宗教狂熱者的眼中，這些

解說變動的科學與思想是魔鬼的作品，

這些主張者是惡魔的代言人，因此常被

殘害（何兆武等譯，2005）。希氏可算

是第一個血淋淋的犧牲者，其死因雖然

不明，但可能因為她是女性、是不畏縮

的博學高級知識分子、有兼容並蓄寬

廣的自信態度，以及熱衷於探索真理智

慧，在當時非常容易成為衝突的出口，

其慘狀足以比擬後來的女巫獵殺，因此

她的名字不該在歷史上消失，更應該在

哲學史上出現。1985年出刊的著名女

權主義哲學刊物― Hypatia，就是向

這位女性哲學前輩致敬。

最近出版的哲學小百科全書中，對

於希氏的介紹描述雖然很少，但是終於

出現了：「希臘哲學家希帕提雅屬於新

柏拉圖學派。她因為進行哲學與天文學

的公開講學，以及對於性直接了當的態

度而聞名於當時。她是擁有高等知識的

學者，也是一個對政治關心的人，並對

實踐美德有很敏銳的感受。她被一群天

主教的暴徒所殺害，自此成為因哲學而

殉道的人。」 （Craig，2005：427）有關

她一生與其著作更完整的闡述，未來還

有待有心的專家學者繼續努力，才能將

希氏的全貌更清楚的呈顯出來。

省思

本文以希帕提雅為例，若有更多

哲學，或是歷史、數學、天文學、政治

與宗教的愛好者，有興趣一起來探究希

氏，希氏更完整的形象與樣貌，也將越

早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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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哲學領域而言，探究過去女性思想

家／哲學家的重要性，除要盡力恢復她

們本就應得的定位與尊重之外，還能刺

激現代人們進行不同的思索，以交錯的

時空，拓展廣闊的視野與寬容的態度，

期能找到更好的發展方向。此外，也藉

此鼓勵現代女性，以前輩們已有的成就

當榜樣，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想。當探究

過去女性思想家／哲學家的研究路線，

已成為建構西方女權主義思想重要的一

環時，我們是否也該問，臺灣的女性愛

智前輩們在哪裡？ ♥

本文部分曾發表於臺灣哲學學會，2014年
「道德、知識與情感」學術研討會

註 1：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本文簡稱亞城。
註 2：本文將 Hypatia譯為希帕提雅（簡稱希氏），因不同語言的發音，也被譯為：海巴夏、海

佩蒂亞、希帕蒂婭等。

註 3：本段落由參考文獻第 3、4、6本書目整理而成。
註 4：同註 3。
註 5：這個神聖精神對敘內西烏斯（Synesius）而言，即是他最後皈依的天主教中的天主概念。
註 6：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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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

一書是 2012年臺灣女性學學會

的出版品，也是臺灣少數針對本土脈

絡探究的陽剛氣質專書（註 1），本書

的部分文章收錄自 2010年女學會年會

論文（該年主題為「性別研究的轉向：

男性／男孩研究的發展與臺灣社會的

接軌」），同時也納編相關已經發表在期

刊上的論文，構成本書的骨架與探究的

面向。2010年女學會年會主題選定探

究男性或男孩研究的發展，主要的考量

點在於臺灣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社群

的歷史發展，有非常高的比例把研究

的主體放在女性共同受到壓迫的經驗，

以及如何喚醒女性自覺的行動上，對

於男性或男孩研究的關切相對地闕如。

在 2010年女學會年會中，不管是靶子

論文或是焦點議題的論文，基本上都是

聚焦在陽剛氣質（masculinities）這個

《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
一書簡介與延伸討論

概念上，為了讓臺灣的相關研究能夠留

下紀錄，於是隔年展開這本書的編輯與

出版計畫，終於在 2012年 4月出版。

陽剛氣質的簡述

陽剛氣質此概念，臺灣常見的翻譯

同時包括男子氣概或男子性等，但本書

選用陽剛氣質而非男子氣概的主要原

因之一，在中文的語境裡面，男子氣概

或男子性的譯法往往被曲解為生理男

子擁有的性別氣質，反而落入傳統性別

二元的邏輯，但實際上陽剛氣質並非單

一的樣態，會因時地、階級、性別／性

傾向與種族而有所別，也因此陽剛氣質

在英文的文脈中往往是以複數的型態出

現。目前西方學界對陽剛氣質的討論有

幾種可能的取向：（1）陽剛是男性終其

一生不斷被創造、學習、運用、強化、

重塑的產物；（2）陽剛的差異性與多樣

■張盈堃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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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到階級、族群、年齡、性取向、

教育程度、職業、外表、生命經驗等因

素的交錯影響；（3）強調隨著社會經濟

與文化脈絡的轉換，而重新被修正、挑

戰與建構（如社區型男子漢、白手起家

型的男子漢、熱情型男子漢） （Holter，

2004）。其中，第二種取向為目前西方

學界的主流，特別是扣合 R.W. Connell

的論點，強調行動者在客觀的性別結構

位置裡，操演性別關係的過程與結果，

因此不同階級、族群、性偏好的行動

者，其陽剛會出現特定的核心面貌，這

也是這本書的主要論調。

雖然相關的社會學理論，像是性別

角色理論等，同樣也討論著此主題，但

Connell帶著馬派的色彩，把霸權概念

的應用從階級轉向至性別的關係上，即

大家所熟知的霸權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簡單地說，此概念指出陽

剛氣質並非單一形式，有些受到推崇，

有些受到鄙視（如娘娘腔），而有些則

成為典範（如運動明星）。在Masculinity

一書裡，Connell（1995：77）提出「陽

剛氣質間的關係」 （relations among 

masculinities），包含霸權（hegemony）、

附屬（subordination）、共謀（complicity）

與排斥（marginalization）關係，這四種

關係是彼此維繫，並且相互作用以鞏固

霸權式陽剛氣質。霸權經由精巧及滲透

的方式，將意識型態灌輸到他者的日常

生活中，使社會大多數階層接受這套有

利霸權階級的意識型態，因此霸權不單

只是關係著壓迫與否的問題，同時也是

社會共識／想像的表徵。研究陽剛氣質

時，不該採取過往本質主義、實證主義

等取向，將之視為一種分類、一套氣質；

相反的，應該把陽剛氣質看作是性別權

力關係，著眼於其互動演變的過程。所

謂的性別權力關係，不只存在於男女之

間，在男性群體內部，同樣可以看到它

的作用。

國外重要專書與本書的比較

以 2004年所出版的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這本合集

式的專書為例，編者 Kimmel、Hearn與

Connell將全部的文章區分成五個主題：

理論面向（theoretical perspective）、全

球與區域的類型（global and regional 

patterns）、結構、制度與過程（structures,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身體、自我

與論述（bodies, selves, discourses）以及

政治（politics）。不過以實質內容來看，

多數的文章集中在工作與學校這兩個場

域中來探討霸權陽剛氣質的運作機制。

Connell（1987、1995）指出許多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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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文化反映出典型的霸權陽剛氣質。此

種氣質所指涉的內涵，在人格氣質上往

往與強悍、激進、粗暴、競爭、權威與

支配他人的男性形象密切相關。這些職

場中充斥的男性陽剛形象，正往往與許

多組織文化中所推崇的理想員工形象不

謀而合。因此，從軍人、運動員、技術

工人的相關研究，都可以清楚看見陽剛

氣質與成功形象間的疊合身影。其次，

性與性別也往往鑲嵌於職場中的各種關

係與互動中，成為組織運作可以挪用的

資源，並同時產生了各種控制與收編的

效果。像是男性下班之後的酒攤文化、

以及男性同儕間關於性事的談話，常常

有助於男性情誼與信任的建立，進而促

成組織內部的穩定運作，但這些男性員

工連結彼此的相處模式，卻也加深女性

身處其中的疏離與不自在。

此外，陽剛氣質藉由不斷的性別

展演而累積，校園也是創造陽剛氣質

的展演空間之一，如男學生同儕互動或

嬉鬧中的性談話都是很重要的表徵，因

為在同儕之間有著非固定但顯而易見

的性別秩序（Connell，2000）。舉例來

說，Mac an Ghaill（1994）研究中的勞

工階級學生陽剛氣質，在友伴組成上，

成群結隊的首要對象以同樣抱持反對

學校者為優先；在校行為方面，要明顯

地反對學校、大聲笑鬧、行為剛強勇

猛、漠視老師的指令、故意晚進教室，

與種種遊走在違反校規邊緣的外貌打

扮；他們對陽剛氣質的定義，特別強調

身體力量、團結，以及對領域的控制。

Martino與 Pallotta-Chiarolli（2003） 也

發現學生之間的推拉活動，內藏了男學

生想要成為一個「正常」 （normal）男

孩的渴望，因為這些活動能藉著某種欺

壓而將他人邊緣化，在校內被視為一

種有趣的暴力行為（funny violence），

並大量流行於勞工階級之間。除了要求

男孩必須有力、強大，保持外在形象的

好看（good-looking）也是陽剛氣質的

要項之一，外在形象最能展現學習陽

剛氣質之後，男孩藉以建立身分認同的

各式造型。Martino與 Pallotta-Chiarolli

（2003）的研究也顯示，學校內的男學

生身體表現被要求要強壯有力，而具

有侵略性的運動竟是學生自我倚賴和

自我規範的特殊實踐。因此，Plummer

（2006）進一步指出男學生的運動恐懼

症（sportophobia），由於男孩視激烈的

體育表現為非同性戀的表徵，一旦男學

生的運動參與度與體能表現低於平均水

準，就會被同儕評斷譏笑是異類。

至於《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

經驗》一書共有五個主題，收錄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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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男性、陽剛氣質與敘說

在言談中做男人？—運用論述心理學方法分析男性氣概建構之初探研究／王大維、

郭麗安

主題二：陽剛氣質與教育研究

攸關陽剛與陰柔：《性別與教育》（Gender and Education）期刊論文（2000-2010）

的熱門議題探討／游美惠

高中男生陽剛特質學習與實踐之民族誌研究／楊幸真

校園性霸凌與男孩陽剛特質建構之經驗探究／張榮顯、楊幸真

原住民娘娘腔男同志其陽剛氣質的規訓與抵抗──以臺灣魯凱族校園田野為例／張盈

堃、根秀欽

主題三：陽剛氣質與職場勞動

「他」山之「實」：西方男性幼教工作人員研究之文獻回顧與評析／王采薇

「化」與「話」：男性彩妝師的職場經驗探究／郭道遠

與「髒」共處：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的性別化工作圖像／黃綉雯、唐文慧

主題四：陽剛氣質與臺灣男性研究

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黃淑玲

臺灣工會運動中的男子氣概／何明修

主題五：陽剛氣質與 STS 研究

男性視覺障礙者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邱大昕

操作多重陽剛氣質：醫師配置人工捐精的男性使用者／吳嘉苓

論文，列表如下：

題四的兩篇論文主要談男性、喝酒與陽

剛氣質建構），與本刊讀者關聯性最高

的部分正是本書的主題二，也可以提

供現場教師延伸相關討論問題。主題

二總共收錄〈攸關陽剛與陰柔：《性別

與教育》 （Gender and Education）期刊

如同國外的專書一樣，多數的討論

仍集中在學校與工作這兩個場域（見主

題二到主題四）。工作場域的論文主要

包括從事非性別預期的工作（本書主題

三的三篇論文都是討論男性從事女性為

主的工作）、男性職場的同性社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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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2000-2010）的熱門議題探討〉、

〈高中男生陽剛特質學習與實踐之民族

誌研究〉、〈校園性霸凌與男孩陽剛特質

建構之經驗探究〉、〈原住民娘娘腔男同

志其陽剛氣質的規訓與抵抗―以臺

灣魯凱族校園田野為例〉等四篇論文，

特別是後三篇論文以臺灣的教育現場為

研究脈絡。其中，〈校園性霸凌與男孩

陽剛氣質建構之經驗研究〉一文與西方

相關研究的發現較為類似，張榮顯與楊

幸真（2012）在這篇文章中探究國小高

年級男童性霸凌者與被霸凌者間的權力

關係與權力運作，以及性霸凌經驗與陽

剛特質建構之關聯。該研究主要發現有

二：（1）性霸凌者與被霸凌者之間的權

力不均等，性霸凌男童透過體型、年級

與力量上的優勢欺凌被霸凌者；性霸凌

男童與其欺凌者間存在支配從屬的權力

不對等關係，而權力的濫用與依附也使

被霸凌者由忠實的霸凌追隨者變成性霸

凌者。（2）陽剛特質的建構影響男童性

霸凌經驗，這些男童為維持與發展霸權

陽剛特質，藉由性霸凌行為取得控制與

支配權且建立在同儕間的地位，以符應

霸權陽剛特質的論述與實踐。

相反地，〈高中男生陽剛特質學習

與實踐之民族誌研究〉與〈原住民娘

娘腔男同志其陽剛氣質的規訓與抵抗

―以臺灣魯凱族校園田野為例〉兩

篇文章，反而點出西方文獻較少討論

娘娘腔（男同志）的陽剛氣質（sissy 

masculinity）， 楊幸真（2012）使用民族

誌探究高中男生在學校中的陽剛特質學

習與實踐。其研究指出校園生活事件形

成主要的生活經驗，並作為他們陽剛特

質建構的重要中介。此外，性別化的專

業學科是規範男孩性別實作和形塑陽剛

特質的主要機構性力量；同儕互動，則

是另一個傳遞性別文化意義與陽剛符碼

的來源，男性認同與陽剛特質的社會意

義透過同儕互動中的集體力量，使學生

內化、協商或翻轉性別意義與陽剛特質

實踐。這些男孩並不排斥或歧視同志與

同性戀陽剛特質，陰柔陽剛特質是受歡

迎且占有一定地位。該研究增加我們對

於高中男生在學校教育中，如何學習與

實踐陽剛特質的理解，指出學生對於轉

化單一陽剛特質的興趣與努力。

而張盈堃與根秀欽（2012）探討臺

灣校園裡，原住民娘娘腔男同志如何受

到整個文化與教育體制的規訓與抵抗，

特別是以屏東縣魯凱族原住民部落學校

作為研究的田野。雲豹在魯凱族神話與

傳說角色是聰明勇敢通靈形象，在魯凱

族校園氛圍也代表傑出男性氣概顯現，

就連每年全校模範生都以雲豹王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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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形象做為遴選標準依據。該文研究動

機來自研究者在參與某原住民學校年度

模範生遴選典禮上，親見被推舉出競爭

「雲豹王子」頭銜的陰柔氣質男同學表

演煽情舞蹈秀，不料卻引發一連串校園

規訓與懲戒事件過程，使得原本「安於

沉默現況」的娘娘腔同志學生，浸潤在

詭異校園氛圍而陷入「要不要改回男人

味（陽剛氣質）」的混亂思緒中。該研

究以 Connell霸權陽剛氣質論點作為全

文核心概念。透過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

法，探討學校教育如何以無形霸權主導

意識建構這些孩子的思維模式，進而分

析原住民青少年娘娘腔同志，在校園日

常生活裡的困境與出路。以上兩篇文章

雖然沒有企圖去改寫西方霸權陽剛氣質

的論述，但透過臺灣田野研究的潛力，

未來似乎可以概念化不同於西方論述取

向的陽剛氣質。

綜合上述的三篇國內論文與相關西

方的論述，在校園中的陽剛氣質具有以

下可討論的面向：

一、一般針對陽剛氣質的討論是基於

正常身材異性戀的前題，肥胖、

娘娘腔與非異性戀者往往是被排

除的邊陲分子，可以請師生討論

這些邊緣陽剛氣質者的處境。

二、陽剛氣質是由不斷的性別展演

的累積所建構出來，校園中透過

男學生同儕互動或嬉鬧中的性談

話、性遊戲等行為，作為青少年

（特別是青少男）性認同建構過程

中，同儕間用來互相監督、規範

的主要工具，可以請師生討論在

校園中有哪些性談話、性遊戲、

同儕互動（如阿魯巴），而這些

行為的背後意義又是什麼，我們

該如何看待這些行為？

三、陽剛氣質會因時地、階級、性

別與種族而有所別，但霸權陽剛

氣質仍是該社群成員所共享的觀

念，霸權的灌輸與滲透往往不著

痕跡，因此男性隨時隨地都需要

展演陽剛行為、舉止與態度，它

囊括象徵符號、遊戲規則與儀式

制度等一連串的概念，使男性組

成有別於女性，請師生討論校園

中的哪些行為舉止是屬於霸權陽

剛氣質的體現，那我們該接受或

解構這樣的意識型態，若採取後

者，我們有哪些可能的策略？

現場教師如何應用

本書的編排主要以研究與論述為

主，許多內容過度專業與艱深，無法直

接轉換到國中小課堂或是在大學通識教



132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74

《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一書簡介與延伸討論教材百寶箱

育課堂中討論，建議現場教師可以選擇

相關的媒介（如電影或是繪本）或是新

聞事件，搭配本文提出的三個討論面向

進行探究。比較理想的討論方式是避免

過多艱深的學術語言，教師可以透過深

入淺出的故事或是新聞事件，把陽剛氣

質的相關概念鑲嵌其中，並藉由學生的

分享讓整個討論更具脈絡性。筆者過

去曾擔任大學通識中心「兒童與社會」

這門課的授課教師，當學期的主題是兒

童電影―男孩影像的再現，課程設計

的目的把電影／電視當作是閱讀的一種

類型，期望電影不只是娛樂，而是能夠

引發深思的文本。透過觀賞與討論東西

方兒童電影，並從中探索多元的兒童面

貌，觀察不同文化世代底下的兒童生活

與心靈。那個學期我們一共看了十部兒

童電影，其中有好幾部電影的情節都可

以搭配以上三個討論問題，在「教育場

域中的規訓與懲罰」這個主題中，一共

選看丹麥電影《我們一定贏》與中國電

影《看上去很美：小紅花》，這兩部電

影都涉及到校園中性、語言、陽剛氣質

的體現；在「來自教師與同儕的凝視」

這個主題中，其中的瑞典電影《乒乓男

孩的煩惱》就是透過肥胖身材、不具霸

權陽剛氣質的男孩作為出發點，探討其

生活世界的處境。而在「骯髒男孩」這

個系列主題中，一共選擇日本動畫電影

《惡童當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William 

Golding小說改編的《蒼蠅王》與法國新

浪潮電影《四百擊》等三部電影，這三

部電影均處理到同儕暴力等相關陽剛行

為的展現。學生不見得具備陽剛氣質相

關的學術語言，但透過影響的觀賞也間

接地學習到此一概念，並藉由電影心得

反省的書寫，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歷程

與對陽剛氣質刻板印象的逐漸位移。 ♥

註 1：相關的中文出版品如下，翻譯書仍是陽剛氣質主題的大宗：
張盈堃、吳嘉麗主編（2012）。《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臺北：巨流。
王詩穎（2011）。《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 1924-1945》。臺北：國史館。
Balbus, I. D.著，游常山、殷寶寧、王興中譯（1999）。《揹小孩的男人：一位父親育嬰的
真實故事》。臺北：麥田。

Clatterbaugh, K.著，劉建台、林宗德譯（2003）。《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臺北：女書。
Connell, R. W.著，劉泗翰譯（2004）。《性／別：多元時代的性別角力》。臺北：書林。
Kindlon, D., & Thompson, M.著，吳書榆譯（2009）。《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
文化》。臺北：商周。

Mansfield, H. C.著，鄧伯宸譯（2009）。《虛無、中性、男子氣概》。臺北：立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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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一書簡介與延伸討論 教材百寶箱

Pittman, F.著，楊淑智譯（1995）。《新男性：掙脫男子氣概的枷鎖》。臺北：牛頓。
Pope, H. G., Phillips, K. A., & Olivardia, R.著，但唐謨譯（2001）。《猛男情結》。臺北：性
林文化。

註 2：在 2013年臺灣社會學年會中，有一場圓桌論壇主題為性別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其中，張盈
堃檢視臺灣陽剛氣質研究的系譜性考察，透過分析臺灣期刊論文與碩博士論文，主要區分

為理論觀點（如從社會學、女性主義、同志，以及種族、階級等觀點探討），以及用陽剛氣

質的運作場域兩大類，陽剛氣質的運作場域包括：工作、學校、運動、全控機構（軍隊與

監獄）、家庭（父職）、媒體與大眾文本（包括藝術與流行文化），以及後期轉向的男孩研究、

STS研究，以及色情與身體等。其中，有些議題反而是西方主流專書中較少涉獵的主題。
註 3：相似的論點也可以在 Paul Willis（1997）的《學做工》 （Learning to labor）一書看到。

參考文獻

● 張榮顯、楊幸真（2012）。〈校園性霸凌與男孩陽剛特質建構之經驗探究〉。收錄自張盈堃、吳

嘉麗主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 （頁 109-138）。臺北：巨流。

● 張盈堃、根秀欽（2012）。〈原住民娘娘腔男同志其陽剛氣質的規訓與抵抗─以臺灣魯凱族

校園田野為例〉。收錄自張盈堃、吳嘉麗主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 （頁 139-
178）。臺北：巨流。 

● 楊幸真（2012）。〈高中男生陽剛特質學習與實踐之民族誌研究〉。收錄自張盈堃、吳嘉麗主編，

    《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 （頁 67-108）。臺北：巨流。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 Oxford: Polity Press.
●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y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ell, R. W. (2000). The men and the bo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lter, Ø. G. (2004). “Social theories for researching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M. S. Kimmel., J. 
 Hearn., & R. W. Connell,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pp. 15-3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immel, M. S., Hearn, J., & Connell, R. W. (Eds.)(2004).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c an Ghaill, M.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o, M., & Pallotta-Chiarolli, M. (2003). ‘You have to be strong, big and muscular’: Boys, 

bodies and masculinities. In So what’s a boy?: Addressing issues of masculinity and schooling  (pp. 
14-31).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lummer, D. (2006). Sportophobia: Why do some men avoid sport?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30 : 122-137.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work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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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畫

由於多數人習慣服膺傳統性別角色形塑，認為男有男樣、女有女樣才「正

常」，性別角色的多元化發展不受重視，兒童的零食玩具也就被廠商投其所好，

複製並強化了傳統的性別集體刻板印象。對比剛強外顯色系男孩版的狂野汽車、

以及柔和粉色系又刻畫成長髮大眼、俏麗纖瘦或母性柔順的女孩版可愛洋娃娃，

恰恰應證了生活中的性別角色是被教育的，而不是被生成的。

藏在零食玩具的性別

圖片來源：攝自某便利商店零食開架區

■陳昱名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連家萱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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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畫

為打造鐵路形象，臺鐵推出公仔，但女性銷售員的設計，卻誇張地「性」化

銷售員體型――豐滿胸部、超纖細腰圍、碩大臀部，加上修長手臂、甜美笑容、

烏黑秀髮。讓人好奇的是，這尊雕像是真人 Q版還是設計者的超現實幻想？

臺鐵公仔「性」化銷售員？
■黃斐新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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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畫

■劉淑雯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陳育英 長庚大學教學資源中心組員

報紙宣傳某速食店附贈的玩具，女孩主打 kitty風，男孩主打超人風。此性別

分野的玩具選擇，不利兒童的想像力、創造力，影響兒童未來生涯的發展。相反

地，近來英國零售業某知名百貨提出玩具包裝應「性別中立」的訴求，打破玩具

中的性別刻板印象。連做積木的玩具公司都呼應女力崛起的趨勢，推出多款女性

科學家為主角的玩具，圖中的女孩用積木發揮創造力設計出自已的作品，正是打

破玩具性別分野的最佳實例。

玩具「性別中立」的新趨勢

圖片來源 :
右圖：科技新報，http://technews.

t w / 2 0 1 4 / 0 8 / 2 5 / g i r l -
belonged-toys-come-up/

下圖： 101/8/31 拍攝自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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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畫

■葉若瑛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

拍攝時間：2014 年 2 月
拍攝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家樂福

玩具沒有性別，
大人們請不要替我分類！

玩具本身沒有性別，可是業者硬是要幫玩具劃分性別，將性別刻板印象強加

於消費者身上。男孩想買洋娃娃，可是看到被分在女孩玩具後可能就不敢挑戰

了，家長可能也會以此為由不願購買。打破性別僵界，從玩具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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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以協助厚植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推廣性別教育相關理念與

分享實務經驗為目的，每期發行近萬本，主要讀者群為各級學校老師、行政人員和

學生。來稿文字以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為原則。如非必要，不需有太多註解，必要

之說明請盡量寫入內文之中。每一篇來稿都需經過兩位編輯／審稿委員匿名審查，

決定是否錄用。

以下是各欄主題內容介紹及來稿需求：

主題名稱 主題介紹及稿件要求 字數 備註

教育現場

　　臺灣各級校園的日常生活世界，有哪些值得檢

視報導的性別議題和現象呢？我們可以如何透過教

育的手段，成就性別平等與友善的校園呢？檢視向

度可以包括學校的制度、文化、課程、教學、評

量、校規、社團或是學術活動、人際互動等等，這

些都是可以深入進一步觀察書寫的好主題。鼓勵大

家書寫自己的學校，為自己的校園留下性別教育全

紀錄。妳／你也可以書寫對於其他學校的觀察，一

起記錄臺灣的校園在性別議題上的表現。

3000 字以內

校園特派

員報導

　　歡迎各中小學老師或大學生、研究生擔任本

刊的「校園特派員」。本專欄以短文報導為主，不

僅是新聞報導的撰寫、紀錄或宣傳校園活動，而

是請特派員就校園中的事件／活動進行觀察，並

反思背後的性別現象或意涵，書寫成文，重要的

是關於性別現象的個人觀察。也歡迎分享在校園

內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的困難、解決困難的撇步或

小成就。

　　內容可採用筆名刊出，所在的學校也可以匿

名，歡迎附上照片說明。也徵求定期特派員，如

果妳／你有興趣，歡迎來信詳談。

3000 字以內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來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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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停聽看

　　任何與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與評論，沉澱或思

考，不限制在校園議題或教育議題，小自日常生活

的經驗或觀察，大至相關政策或學理的思辨，都可

含括。

3000 字以內

國際視野

　　任何與性別教育議題相關的她／他國經驗，無

論是政策、研究、學理、議題、行動報導或事件評析

等等，都非常歡迎，尤其鼓勵將觸角延伸到 NGO、

NPO。單篇或系列性的深入報導都可以。

3000 字以內

研究星探

　　請妳／你把已經發表過的性別研究學術論文、博

碩士論文、研討會論文，改寫成深入淺出、有趣易讀

的短篇文章。也歡迎妳／你介紹一本性別相關的外文

學術好書，或新的研究觀點，以平易的文字介紹給讀

者，讓讀者可以增加學術的新觀點。

　　建議作者把原本複雜的論證簡化成動人的故事，

但原本的主要論證仍不會失色。構思的撰寫體例建議

如下，不一定要按照進行：

1. 以一個小故事開場。

2. 該文章主要論點最好在前 700 字就逐漸浮現。

3. 研究法需要交代，但篇幅不要太長，文字不要生硬。

4. 建議以爭議的形式、提出問題的形式、或採取推理

小說的寫作手法來呈現。以實例串連論證。

5. 做一個 Tool Box：可以提出供讀者進一步思考的三

個問題，相關的影片可以提 1 ～ 2 部，還要最相關

的參考資料與網址（5 ～ 8 個以內）。（預計 400 字）

學術論文：

4000 字以內

書介和書評：

3000 字以內

教材

百寶箱

　　針對有助於性別醒覺討論的大眾媒體資源進行

介紹與評析（如：書籍、影音、新聞、廣告、戲劇、

網路等），你／妳可以從劇情、對話、場景等切入探

討，並作為性別平等教育課堂教學參考。提醒您：

1. 文字請以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為原則。

2. 請提供「教學小錦囊」，內容可包括： 
（1）媒體資訊：導演（或作者、製作單位）、適合

觀影對象、片長、出版商、媒材取得途徑等。

（2）媒材的教學建議。

（3）師生觀看媒材後可以討論的方向與問題 。
（4）推薦延伸閱讀的文章、書籍、相關網站或媒

材等等資訊。

3000 字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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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 畫

　　當妳／你的觀景窗捕捉到性別意涵的影像，

或筆下繪出性別巧思的漫畫／圖畫，請寄給我們。

來稿圖檔解析度需在 300dpi 以上（或檔案大小約

700kb 以上／ 20×25 公分），並搭配 50 字以內的說

明文字。（來稿照片請勿侵犯他人肖像權及著作權）

50 字以內的

圖片說明

稿
件
請
寄
電
子
檔

讀者迴響

　　每一次的出刊，期待您的共鳴或不同的聲音。趕

緊提筆記下那片刻的靈光，一起加入討論的行列吧！

妳／你的三言兩語，都將是我們一次進步的機會。

500 字以內

注意事項：請作者附上參考書目並盡可能提供相關圖片，以利美編工作之進行。投稿作者於引用

資料時，請正確引註，並遵守著作權法之規範及學術倫理，嚴禁抄襲，以尊重原著作者

的著作權。如經發現或遭檢舉有抄襲情事者，本刊將（一）追回作者稿費；（二）要求道

歉函回覆原作者，並刊登道歉函於最近一期季刊的封底裡；（三）如情節嚴重者，亦將通

知作者投稿當時註明的就讀／所屬之學校／單位。抄襲情節嚴重與否，將由本刊編輯會

議討論裁定之。

【參考書目格式】	

一、中文期刊論文：

游美惠（1998）。〈性別平權教育與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兩性平等教育季

刊》，7：32-51。

蕭蘋、蘇振昇（2002）。〈揭開風花雪月的迷霧：解讀臺灣流行音樂中的愛情價

值（1989-1998）〉。《新聞學研究》，70：167-195。

莊明貞（1997）。〈多元文化的女性主義觀與兩性平等教室的建構〉。論文發表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辦之「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國際學術研討

會」。

二、中文書籍章節：

金宜蓁、何春蕤（1998）。〈日常生活的改造―平權教育〉。何春蕤編《性／

別校園》，53-57。臺北：元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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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A. G. 著，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

別打結》。臺北：群學。

三、西文期刊論文

Carey, J. T. (1969). Changing courtship patterns in the popular so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 720-731.

四、西文書籍章節

Young, J. (1995). Multicultural and anti-racist teacher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Canadi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R. Ng, P. Staton, & J. 

Scane (Eds.), Anti-racism, feminism,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 (pp. 45-

63).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年代，統一使用西元紀年，包含文中敘述和參考資料、注釋等。

※標點符號皆以全形字，數字和英文為半形字。書名、法規名、電影名、專輯名應

使用《》；篇名、歌曲名應使用〈〉。

【稿酬】	每千字750元；照片／漫畫一則200~500 元。

著作人投稿經本刊物收錄，即視為同意本刊物以文字或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

並同時同意將稿件授權行政院及國家圖書館作為研究發展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以

下稱「本系統」）之使用，並得為提供本系統服務之目的，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

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為符合本系統之需求，並得進行

格式之變更。

【聯絡方式】

來稿（word檔）請寄 E-mail：gender.ee101@gmail.com（請註明投稿季刊）

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職稱、戶籍暨聯絡地址、聯絡電話，以便我們能和您聯繫

如有任何建議或意見，請電：08-7663800 轉 31464 洽季刊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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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好：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創刊至今，因有著您的支持與鼓勵，一路走來雖然辛苦，也

因此獲得許多安慰與喜悅。考量本部刻正規劃各類出版刊物之總檢討、避免資源重複

浪費，以及讓每期主題能更契合您的需要，請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填寫以下問題（請

於□勾選您的答案），填畢並請傳真（02）33437834 予本刊編輯小組收。

1. 您閱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原因？

 □刊名 □作者 □推薦人 □內容 □其他  _________

2. 您得知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管道為何？

 □網路 □親友推薦 □圖書館 □輔導室 □其他  _________

3. 您閱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頻率為何？

 □一星期一次 □二星期一次 □三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次

 □二個月一次 □每次出刊 □其他  _________

4.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對於您的實用性？（可複選）

 □提升性別平等之意識 □提供性別教育工作之經驗

 □建構性別平等知識 □提供為性別平等教育之素材    

 □其他  _________

5. 您最喜愛的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主題為？

 □性別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的關係　□性別意識在自我發展中的角色   

 □教師教育工作經驗分享　□性別平等教育理念　□同志／多元性別文化

 □多元文化　□其他  _________         

6.是否會推薦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給她╱他人閱讀？

 □是 □否  

7.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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