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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界定人生風貌與方向 

先從了解他與她起：他的性別經驗

往往與她不同 
 For him:只要站起來的次數比倒下去的
次數多一次就是成功； 倒下去意味著
下一次得再站起 
 

 看看這個小男孩的成長 



Becoming A Real Man 

 一位父親很為他的小孩苦惱，都已經十五、六歲
了，缺乏男子氣概。他去拜訪一位禪師，請求這
位禪師幫他訓練他的小孩。禪師說：「你把小孩
留在我這邊三個月，這三個月你都不可以來看他
。三個月後，我一定可以把你的小孩訓練成一個
真正的男人。」 

 三個月後，小孩的父親來接回小孩。禪師安排了
一場空手道比賽來向父親展示這三個月的訓練成
果。 



我是男子漢 

 被安排與小孩對打的是空手道的教練。教練一出
手，這小孩便應聲倒地。但是小孩才剛倒地便立
刻又站起來接受挑戰。倒下去又站起來，如此來
來回回總共十六次。禪師問父親：「你覺得你小
孩的表現夠不夠男子氣概？」「我簡直羞愧死了
，送他來這裡受訓三個月，我所看到的是他這麼
不經打，被人一打就倒。」父親回答。禪師說：
「我很遺憾你只看到表面的勝負。你有沒有看到

你兒子那種倒下去立刻又站起來的勇氣及毅

力？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氣概。」 
 



美國主流男子氣概心理學論述 美國主流男子氣概心理學論述 

 書籍封面反應出心理學界對男子氣概的主流論述：強
調修復父子關係、人際疏離、情緒壓抑… 



我是真正男子漢 
 拼事業 



For her:最好不要站得太挺 
For Her︰別站太挺；我是清朝女人家 



難有移動力的人生 



小腳/職場女性？ 



他們這樣拍女人 

 女人如何選擇飲料：茶花飲 
 



玻璃天花板 

 台灣各級學校中，以中小學為例，女性教
師的人數遠遠超過男性教師，尤其是在小
學。就行政職位而言，台灣七成以上的國
中小學校長仍為男性，高中職的男性校長
更高達八成以上(教育部統計處性別統計資
料，2009)。就如同劉梅君(1999)所言，台
灣女性在就業市場雖是中堅份子，但往往
是邊緣的處境。  



兩性在高等教育的身影：以教授為例 

 2005年臺灣各大學女性教師比率為3 成2，
大學教師職位仍以男性為主；而女性大學
教師的職級在助理教授以下者即占了47.3%
，教授比率僅有16.1%(蘇婉芬，民95；教
育部統計處)。大學教職隨著職級越高，女
性人數所占的比率就越低。臺灣各大學除
了9成6的大學校長是男性外，一級主管中
的男性比率也超過了8成 ，在大學裏擔任
一級主管的女性教師未達2成(教育部統計
處，2009) 



兩性在高等教育的身影：以學生為例 

課程設計、生涯徑路、學習氛圍存
著性別區隔    

 理工科系的性別比例是2：8； 
    碩班性別比例是31：69； 
    博班是22：78 



兩性在公務員
領域的身影 



所以，你要你的下一代有何種人生風貌 

 1. 你要你的女兒/女性學生讀書與工作都在剛好
的水準就好，以免嚇跑人，即便自我壓抑或影響
國家生產力？ 2005年女性未參與勞動原因以料理
家務占53.3％為主，較10年前降低7.8個百分點(
雙薪家庭丈夫的家務參與率為18.08%，男薪家庭
為10.5%，女薪家庭為26.7%； 張志堯，2003) 

2. 你可以容忍42%女大學生遭受過性騷擾或性侵害
（陳若璋，1994）？你可以容忍二成女性病患遭
受過性騷擾？還是可以容忍30%-50%的婦女在職場
被騷擾過？ 

 3. 換個性別想，你的答案是？ 
  

 





北歐如此管 
 挪威「激進」的例子：公司董事會 須有四成女性 
否則關門 

      挪威政府為了打破女性在職場升遷的障礙，
採取激烈措施，規定挪威五百家上市公司在2008
年內必須將女性董事的比例達到40％，否則就面
臨關門大吉的命運。 挪威國營企業皆已遵照辦理，
董事會女性成員比例已達45％。  

     挪威平權事務部部長卡麗達祭出嚴峻措施，重
罰或關閉不守規定的公司。卡麗達說：我可不想
再等20或30年，期待男人終於有足夠智慧來任命
女人 

 



教育很重要，它讓人得以不犯錯 

 同志不會踢球？ 



教育很重要，它讓人得以不犯錯 

 德國足球隊明星球員巴拉克經紀人
Michael Becker接受專訪時說：「德
國足球隊有一票同性戀者，並受限於
教練勒夫優雅球風，導致德國未能挺
進2010壓軸冠軍戰。被暗批太娘的教
練勒夫說：「我不會被低級流言擊倒
」(自由時報，2010,8) 

 



教育很重要，它讓人得以不犯錯 

 
 



 1. 你要你的兒子/男性學生拼命工作，救國
救民？畏於嬉戲？ 
 
2.你要你的兒子/男性學生終生怕娘，撐著強
者面具過日子？ 
 
3.你要你的兒子/男性學生一生都在負責任的
重擔下失去與人接近的能力？ 

 

1. 你要你的兒子/男性學生拼命工作，救國
救民？畏於嬉戲？ 
 
2.你要你的兒子/男性學生終生怕娘，撐著強
者面具過日子？ 
 
3.你要你的兒子/男性學生一生都在負責任的
重擔下失去與人接近的能力？ 

 



香港科技大學宿舍迎新 

？ 



校園霸凌 

最常看到霸凌事件為︰ 

一、性霸凌？ 

二、關係霸凌？ 

三、肢體霸凌 ？ 

四、言語霸凌？  

 







聯合報99.8.21 



校長職銜被撤銷 



聯合報99.8.21 



公文-教育部轉知新竹地檢署通知：真通報 



教育很重要，它讓人得以成為自己 
 冰島女總理西于爾扎多蒂

（Johanna Sigurdardottir）
2010,6,27與相戀多年的同性伴侶、
作家兼記者萊奧什多蒂（Jonina 
Leosdottir）正式結婚。冰島單院
制國會（Althingi）6月12日以壓
倒性優勢通過同性婚姻法案，27
日新法正式生效，西于爾扎多蒂
立即以總理之尊率先以身作則，
不過並沒有舉行婚禮。 



教育很重要，它讓人得以成為自己 



法案很重要，它讓人得以成為自己 



社團很重要，它讓人得以成為自己︰6
個學生打工「養」性別社團 



教育很重要，我兒子得以有多元認同 



教育很重要，它讓人得以成為自己 

我們的經驗-性平會下設學習環境與資源組、課程、
教材與教學組、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組；並兼設

性別事件處理小組以強化處置之靈活性；方向︰ 
1. 增加主管的多元性/別 
2. 校園景觀/設施的多元性/別 
3. 無歧視、友善校園文化的建置：學程、教材、社
團、學務運作  

4. 示範自在、流動的性別角色 
5. 支持並暢通申訴的管道：納入教學評量表   

 



教師的責任 

1. 教導學生學會說「不」以及「不是我的 

    錯」的內言。 

2. 教導學生簡單的辨識技巧。 

3. 教導學生學會求援；鼓勵學生提出申訴 

          受害人最常使用的五種抗拒策略：不予理會、避

開騷擾者、找別人談、與騷擾者面質、提出申訴；後者

最少用最有效，最前者最無效卻最常用(Cochran, 

Frazier, & Olson, 1987)  

4. 教導學生學習處理誘惑。 



被性侵不是我的錯 

 我是壞的？ 



避免誤解－敏於師生關係的權力本質 

 學術活動、社交活動與人際關懷之界線。 
 
 因師握有給分數或獎懲之權力，師生對關

係之知覺顯有不同，人際情境更增其複雜
度。 

 



學務工作新典範 

 學生事務工作(student affairs)源自美國高等教
育處理學生相關事務的工作模式(Rhatigan, 2000)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大學校園內即設有Dean of 
men 以及Dean of women，是今天美國大學務處的
前身。當時的主要工作內容為維護學生福利、校園
秩序以及道德教育。時至今日，美國大學學生事務
的基本任務轉化為促進學生學習、與學術單位合作
，及促成學生之全人發展；工作的核心價值為個體
化(individuation)、社群(community)、平等
(equality)、以及正義(justice)等四項(Young, 
1996)。 



學務工作對建構平等與正義校園
的策略：校園文化之形塑 

 1. 以性別主流化貫穿採購、辦法制定與各
項活動 

 2. 積極配合性平會之運作：申訴、檢舉、
追蹤、通報；成立社團、舉辦活動、研討
會、校安環境、輔導 

 3. 積極參與社區及全國性性平組織與活動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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