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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世界—多元性別（摘錄自「青春生活事件簿—國中性教育」 教育部  民 97） 

八年級剛開學，理化老師尚未認識全班，第一次上課點名時老師隨口問了：「班上有幾個

男生女生啊？」風間舉手說：「我們班有 20個女生，19個男生。」全班哄堂大笑，老師不解

接著詢問；「大家在笑什麼啊？」有一位聲音低沉且穿著中性的女孩子說：「老師！我叫賀芬，

我們班上的男生最愛開小杰的玩笑了！我們班上是 19個女生，20個男生。」 

小杰在班上是個開心果，因為他個子較嬌小個性也較為細膩溫柔，他

也喜歡打扮自己的外表，偶爾也會擦擦指甲油或是塗脣膏，他覺得這樣很

好玩也很漂亮，所以在班上有著不少的女性好朋友。而班上的男生也因此

把他當女生看，卻也常常故意欺負他跟他玩鬧，像是：脫褲子、潑水…等

等。小杰向來就不喜歡班上的男生這樣幼稚又無理取鬧的舉動，但個性好

的他還是會配合著去跟他們「玩鬧」，他把這種遊戲當作是跟班上男生的互

動方式。 

賀芬則是個打扮男性化的女生，她不喜

歡穿裙子，尤其是小杰被開玩笑時他總是會

挺身而出為他說幾句公道話，所以賀芬也與

小杰成為莫逆之交，所以中性女與中性男在

班上真是兩個絕配呢！ 

某天，賀芬與小杰討論起自己喜歡的人時… 

 

 

 

 

 

 

 

 

 

 

 

學  習  重  點 
這是個多元性別的世界，性別特質多樣化是必然的存在，有些人天生確定自己的性別角色；有些

人認為自己和大多數人不太一樣，喜歡做出與自己性別不同的裝扮，或是展現與自己性別比較不

同的特質。隨著時代開放與接受度增加，我們了解性別的認同與特質是需要學習的，不僅探索自

己的性別特質，還要尊重多元的性別特質。 

生  活  技  能 
【自我覺察】--生活中有許多事情都需要使用自我覺察技巧，它

可以讓你了解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其中包括自我了解的程度、

自我的喜好與厭惡，甚至對於未來自我的規劃，所以自我覺察可

以幫助自己由內而外成為一個更加可以掌控且完整的個體。 

深  度  解  析 
我們不僅要對自己的性別特質做深度的內省，不論生理、心理，

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質，更應該利用自我覺察，思考我們身處

的社會與世界，多些包容與尊重，讓存在多元性別的社會多采多

姿而和平。每個人都可以嘗試以下列的方式進行一些有關性別多

元議題的自我覺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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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覺察】第一步： 

確定現在的想法 

小杰：其實我只是一個陰

柔的男生，不是傳統期

待下的陽光男孩，但是

我覺得自己很正常

啊！而且這就是我！

可是為什麼別人總是

拿我開玩笑呢？ 

你小時候的玩具是什麼？想一想你小時候玩的是什麼遊戲？你的好朋友以男性還是女性

居多？你父母對你的性別期望是哪一方面？這些都與你的性別特質有關喔！在傳統社會文化

之中，男性陽剛、女性陰柔才能獲得讚賞，文化要求男性要勇敢、獨立、理性、果斷、堅毅、

主動，要求女性要溫柔、整潔、文靜、被動、同情、依賴、委婉，久而久之逐漸形成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要發現真實的自我建議先將一些阻擋的絆腳石移開，例如：拒絕自我反省、逃避

問題、固執不願改變、忽略問題、得過且過，這些性格與習慣會讓你無法完成自我覺察的工夫。 

了解真實的自己，嘗試與社會環境搭配，了解個人的獨特性的珍貴，也了解大環境，接納

多元性別的現象，理性解決有關多元性別的相關衍生問題。許多人在與眾不同的時候會產生恐

懼與孤寂感，透過與異性、同性的相處，看到更多不同的性別特質，進而確立自己喜歡且舒服

的特質，你可能會很興奮的發現真正的自己。探尋自我是一段長遠路程，每一時期的自我都有

所不同，不宜過快下判斷，如果你的特質與別人真的很不相同，接受並享受自己的獨樹一格，

也是一件相當棒的事情喔！ 

可以嘗試做一些可以幫助自我覺察的事情，例如：探索自己的性別特質、發現自己的喜好

與興趣、試著列出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觀察自己的行為是偏向細膩或粗獷…等。 

【自我覺察】第二步： 

這個想法引發的情緒… 

小杰：我不想隨別人意見改變我的

性別特質，可是同學的竊竊私語

與指指點點，我已經越來越不喜

歡，難道我忠實呈現自己是不對

的嗎？和別人不一樣就不行

嗎？這真的讓我很沮喪，我不知

道我哪裡做錯了？ 

【自我覺察】第三步： 

這些事引發的感覺 

小杰：雖然有同學有奇怪的眼光，但是也有

像是賀芬這樣同學為我說話，而且賀芬也

不是很溫柔性格的女生，其實陽剛的她也

很快樂，我想我可以多和她學學。 

【自我覺察】第四步：深入思索 

小杰：我覺得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男生是

陽剛、女生需陰柔的兩分法，那實在是

太枯燥了！但是因為有我和賀芬這樣的

存在，所以這個世界才會繽紛多彩，我

想我應該要好好的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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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停看聽 
鍾宛蓉律師 

班上的男生把小杰當女生看，卻也常常故意欺負他、鬧他，小杰不喜歡班上男生這樣的

舉動，但還是會配合他們。其實，小杰應該為自己站出立場，要求班上男同學的尊重。因為

他們的行為已經侵犯了小杰的人格尊嚴，用具有性別歧視的言語（例如：娘娘腔）或具性意

味的舉動（例如：脫褲子），讓小杰感到不舒服，構成校園性騷擾。 

什麼是性別歧視？由於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取向、性別特質之不同，而受到差別

待遇，所以，當任何人以言語或行為對特定性別、性取向、性別特質不同之人為差別對待，

或製造敵意環境，即是性別歧視。例如：認為女人就是沒大腦或就是上不了台面、不許女人

發言、宣揚同性戀都有病、取笑具陽剛味重的女性、捉弄具陰柔氣質的男性、不許特定性別

之人使用特定設備、拒絕特定性別之人擔任特定職位等。 

凡是真花，世上沒有相同的二朵；只有假花，通通一模一樣。凡是活生生的人，都長得

不一樣、想得不一樣。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特別，都是無價的寶貝。每個人都有陽剛的一

面，也有陰柔的一面；不論比例如何，都是很棒的！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允許每個人有尊

嚴地活出自己的生命，追尋自己的使命！ 

 

未來大不同 

 

1.小杰說出自己其實有一個心儀已久的對象，你認為… 

  □（1）他喜歡的應該是男生。 

  □（2）他喜歡的應該是女生。 

  □（3）他應該男生或女生都可以接受吧！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們班如果有像賀芬一樣比較中性的女生，我會… 

  □（1）很崇拜她，把她當作是我的偶像。 

  □（2）會和小杰一樣，認為他們是怪胎。 

  □（3）認同她的存在也是一種自然的狀況。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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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箴言 
◎青春是人生中最精采的，應該趁著青春未消逝前，好好瞭解自己、把握自己，不要浪費了它！ 

3.透過小杰與賀芬的案例，我嘗試剖析我自己的性別特質： 

 

                                                  我國小最喜歡的 2~3 樣玩具是… 

   我幼稚園最喜歡的 2~3樣玩具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印象中我的朋友以男生                         我現在的個性比較偏向 

        還是女生居多？                                 □男性        □女性 

□大多是男生吧！  □大多是女生吧！                     □中性 

□男女生都有，中等吧！                                 我想原因可能是… 

我想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現在的外表比較偏向                         我認為我現在的性別特質… 

    □男性     □女性     □中性                    □我很喜歡 

   我想原因可能是…                                 □都可以啦！沒有什麼感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希望我可以改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可以改變我希望可以變成班上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同學的樣子，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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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被性騷擾時，你的感覺是.... 

每個人成長過程裡或許曾經有過類似的遭

遇，不論是在校園、家庭，或是公共場所，都曾

發生過，而且往往不只一次。雖然，發生的當時

都會覺得不舒服，覺得怪怪的，甚至如果是有行

為上的侵犯，還會感到害怕、噁心，不知所措。 

而在被騷擾之後，大多數受害者都覺得丟

臉，不敢聲張，只好默默忍受這種事情的發生；

也許因為加害人擁有某種權力，例如他是你的老

師、長輩或是學長，你無法正面反抗，只能讓這

樣的事情不斷發生在你身上，所能做的只是責怪

自己。總之，事情發生後大多數受害人通常的反

應好像是自己做錯事一般。 

性騷擾 
＊那個叔叔說：「妹妹你好可愛，可以讓叔叔抱抱嗎？」 

＊在學校的時候，我都要再穿件短褲在裙子底下。要不然，班上的男生都會用小鏡子偷窺‘女

生’的裙裡風光。 

＊搭公車的時候，感覺到有人故意靠過來，而且把手放在我的臀部上，我只好趕快下車。 

＊班上的男同學總是喜歡在女生面前說黃色笑話，還自以為很幽默。可是，我卻覺得很低級，

很噁心。 

＊上體育課時，老師會盯著穿短褲的女生，還開玩笑的說你的腿好漂亮。 

＊老師說：來，我幫你檢查一下雞雞，看你發育得好不好？ 

 

 

 

 

我被侵犯了~~自救守則（摘錄自「國中兩性平等教育讀本」 教育部  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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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性騷擾？ 
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你會有害怕，不知所

措，不清楚它是不是對你性騷擾時。首先，

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只要你在身體上感覺

被侵犯，言語中的內容讓你覺得不舒服時，

你就是遭到性騷擾了。你會害怕，但更重要

的感覺是你應該生氣、憤怒--因為，別人對

你的身體不尊重及侵犯。別忘了，你的身體

是你自己的，你擁有絕對的自主權，沒有人

可以不經過你的允許而碰觸你，所以你有絕

對的權利表示你的不悅，甚至強烈的反擊，

以保護自己；即使是言語上的騷擾，你也要

表達你的不滿，告訴對方你不喜歡他的談

話，請他立刻停止，說出你的感受。否則騷

擾者並不自覺他的行為的嚴重性，要明確告

訴他停止這種行為。 

可找尋的支援？ 
在校園內發生性騷擾，如何找尋支援管

道，要看是誰對你性騷擾。如果是同學，

你可以直接表達你的立場，或是向老師、

父母尋求支持；如果來自老師，那就要找

尋可信任的老師或是父母協助你，如果你

都不信任，可以找社會上的機構尋求幫助

（如：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家庭暴力 

全台灣，每年有很多的人遭亂倫而自暴自棄淪為妓女或吸毒者。 

當你被這些原本最不可能傷害你的人侵犯了，最普遍的反應可能是害怕和被欺騙，不是

說家是一個人的堡壘、避風港嗎？社會也一直反覆地歌頌甜蜜的家庭？怎麼我的避風港變成

一個噩夢--揭發這樣的事是否背叛家庭？這些侵犯你的長輩強迫、威脅、暴力恐嚇你不得聲

張，又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公開談性，很多時候，你發覺只能選擇做一隻沈默的羔羊。甚至，

當你(妳)哭泣時，連你自己都想要放棄自己了。 

你知道嗎？家庭之外的社會是有一個支援系統可以幫助你的。而你的第一步就是向外求

援。你每天都會去上學，學校老師是你的一個機會，經由老師的通報（法律上也賦予老師有

通報的權利），警察會介入（傷害你的人即使親如父母，法律也會讓你與他們隔離），社工人

員會出面協助或安置，解決你面臨無家可歸的處境。另外還有可能是傷害你的人會先被強制

離開你跟你的家人。如此一來，你就不用生活在恐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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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句『我愛你』》 
（摘錄自「花現幸福溫馨家庭—臺北市 99年度家庭教育課程設計參考資料彙編」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民 99） 

有對老夫妻年逾五十，經濟條件不錯，理當是安享退休生活的時候，卻相偕到律師那兒

辦離婚，原因是自從結婚以來，兩人爭吵不斷，個性南轅北轍，要不是為了孩子們著想，早

就勞燕紛飛；好不容易盼到孩子們成年，再不需要父母操心，為了讓彼此在晚年能自由的生

活，不用再忍受那麼多無謂的爭吵，決定辦理離婚。 

 

 

 

 

 

 

辦完手續後，律師提議一起吃頓飯。餐廳裡的氣氛非常尷尬，正巧服務生送來一道烤雞，

老先生馬上夾起一塊雞腿給老太太說：「吃吧！你最喜歡吃的雞腿。」律師眼睛一亮，心想事

情也許有了轉機！未料老太太紅著雙眼說：「我很愛你，但你這個人就愛自以為是，什麼事都

自己說了算，從來不管別人的感受，難道你不知道，我這輩子最討厭吃的就是雞腿嗎？」這

時老先生也有點哽咽的說：「你…總是不了解我愛你的心，時時刻刻我都在想，要如何討你歡

心，總是把最好的留給你，你知道嗎？這輩子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雞腿。」律師看在眼裡，

不免鼻頭一酸。 

這一晚老先生翻來覆去睡不著，他考慮了很久，強忍著痛苦打電話給老太太，想要表達

內心的後悔。電話聲響了，老太太知道一定是老先生打來的，但是她心中充滿了恨，不想再

聽到他的聲音。電話不知響了多久，老太太就是不接，老先生心中有如刀割。其實這一天晚

上，老太太也是在傷心中輾轉難眠，而且她忘了…老先生有心臟病。 

隔天，老先生被發現死在自己家的客廳，手裡還緊握著電話筒。老太太知道消息後簡直

無法相信，為了賭一口氣，竟然讓深愛的人在心碎中死去。老太太柔腸寸斷的整理老先生的

遺物，突然發現抽屜裡有一張保單，投保日期就是當年他們倆的結婚日，受益人當然是老太

太的名字，當中夾著一張字條--「親愛的，當你發現這張保單時，也許我已經不在人世了，

但我愛你的心不會改變，照顧你的責任更不會終止，這些保險金將代替我，繼續給你無微不

至的愛與關懷，一如我仍然在你身旁，永遠愛著你…。」看到這裡老太太早已淚如雨下，她

真的沒有看走眼，他是真心願意照顧自己一輩子的人。 

 

 

 

本文節錄自「網路文章」／作者：不明 

千萬不要讓生命中有這樣的遺憾，早早放下心中無謂的面子和成見，用愛與包容，真心的對

待，否則你可能錯過這一生深愛你的人最後一次所說的：「我愛你！」更提醒你，要把握機

會，讓心愛的人知道你有多在乎他，勇敢的說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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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維繫親密情感的重要網絡，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選擇用責備代替關心，用冷漠代

替問候，用嘲諷代替感動，讓家成為一個傷人的利器；換個角度想想，如果我們能用鼓勵代

替指責，用支持代替沈默，用關懷代替質疑，家將成為我們最溫暖的懷抱！ 

『愛他，請你大聲說出來！』這一個星期，請大家對家人們大聲地說出來你的「愛」，期

待發自你內心的真愛，能融化彼此的隔閡，讓親情的光芒照耀每個人的心！ 

 

 

 

 

 

 

 

 

 

 

 

 

 

 

我對         說： 

 

 

 

我觀察到他的反應是： 

我對         說： 

 

 

 

我觀察到他的反應是： 

我對         說： 

 

 

 

我觀察到他的反應是： 

我對         說： 

 

 

 

我觀察到他的反應是： 

鼓勵、關懷、支持、 
尊重、溫暖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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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寫出以下題目之正確答案） 
(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稱為「性侵

害」。………(A)正確 （B）不正確。 

(    )2.在性侵害事件中，加害人不一定為了滿足性欲而施虐，大多是為了滿足權力

感來消弭生活上的壓力與挫折。………(A)正確 （B）不正確。 

(    )3.為了維持家庭的和諧與安定，如果被家人侵犯了最好保持沉默不要告訴任何

人。………(A)正確 （B）不正確。 

(    )4.家庭暴力發生時應該撥打 113 保護專線或向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求助。………(A)正確 （B）不正確。 

(    )5.所謂｢身體界線｣就是每個人能忍受別人碰觸的限度，每個人有權利決定自己

的身體界線，而且不論是誰，都不可以碰觸、注視或語言侵犯別人身體的隱

私處，所以黃色笑話也是性騷擾的一種。………(A)正確 （B）不正確。 

(    )6.對於性侵害事件受害人的描述，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A)不管男生女生都有

可能成為受害人 （B）年輕女生才會成為受害人 （C）受害人都是半推半就

的 （D）行為不檢點的人才會成為受害人。 

(    )7.對於性侵害事件加害人的描述，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A)一定有特殊的性癖

好 （B）都是學歷低下的人 （C）文質彬彬者也可能成為施虐者 （D）外表

一定很骯髒凶惡。 

(    )8.下列哪些是性侵害加害人會採用的方法？(A)用金錢收買 （B）用關心和感情

打動人心 （C）恐嚇威脅 （D）以上都是。 

 

 

    

牛刀小試答案：B，A，B，A，A，A，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