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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的編譯整理 2018年 05月至 06

月世界各地與性別平等相關的時

事。印度泰米爾納德邦設立了跨性別

者的專用廁所，期望能滿足跨性別者的

如廁需求，但跨性別居民卻不買單。美

國伊利諾州參議院通過法案，可望成為

繼加州後，第二個將性少數的歷史納入

課程的州。為了反抗長期存在的性別暴

力，智利大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宣示

終結教育中的性別歧視。英國威爾斯正

進行性教育的課程改革，期望將更廣義

的「性」（sexuality），帶入教學現場，

告別傳統的教學方式。

印度：泰米爾納德邦設立跨性別

者的專用廁所（註 1）

今年六月，蒂魯奇城市公司（Tiruchi  

City Corporation）耗資 9.8萬盧比，在

泰米爾納德邦蒂魯奇的中央巴士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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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設立專門廁所。對此，蒂魯奇

城市公司專員 N. Ravichandran表示：

「我們很高興能夠滿足跨性別者長期以

來的需求。我們希望該設施能解決他們

在使用公廁時所遇到的困難，滿足他們

對隱私的需求。」

事實上，這並不是印度第一個跨

性別者專用廁所。早在 2015年，邁索

爾就已為跨性別者設立專用廁所。兩年

後，第二間專用廁所在印多爾設置。奧

里賽邦也在去年 12月跟進。另外，經

由 Sobhan Mukherjee努力說服當地市議

員，加爾各答也有了性別友善廁所，不

論性別皆能使用。

不過，只要為性少數設置專門設

備，就能確保一個社會離性別友善更近

了一步嗎？

從當地跨性別居民的反應，能知

道這樣的作為仍是不夠的，甚至是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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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泰米爾納德邦跨性別福利委員

會（Tamil Nadu Transgender Welfare 

Board）成員 Kajol即指出：「使用原

有的公廁時，我還沒遇到任何問題。因

此，我不同意為跨性別設立專用廁所；

這想法不應該是『排除我們』。」的

確，問題並不在於跨性別者是否有獨

立的如廁空間，而是社會的歧視氛圍。

如果社會不存在對性少數的敵意，跨性

別者又何以無法依其性別認同，選擇所

要使用的廁所類別？劃出獨立的如廁

空間無法根本性地解決問題，更無助

於解決主流群體與跨性別者間的隔閡，

難以緩解社會的不理解。針對跨性別

者的暴力仍可能發生，而這又正是當

地居民所擔憂的。

對此，印度政府首先當正視社會潛

藏的歧視，以根本性的政策來應對。尤

其應從教育著手，帶領孩子認識社會的

多元性別，由此才可能緩解歧視，促進

社會對性少數的尊重。畢竟，歧視往往

是由不理解而來。

對於性少數的歧視也非印度獨有。

我們都需要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而

這正是教育所應協助達到的。那麼最近

美國伊利諾州所做出的變革，能促進社

會對性少數的理解與尊重嗎？

美國：伊州參議院通過法案，要

求公立學校教導 LGBT歷史（註 2）

今年 5月 3日，美國伊利諾州參議

院以 34張同意票對上 18張不同意票通

過 3249號法案（註 3），要求州內所有

公立中小學的歷史課程涵納女同志、男

同志、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LGBT）

的相關內容。在教授美國與伊州的歷史

時，應包含 LGBT群體在其中的角色與

貢獻。不過，要花多少時間對此進行教

學，由各校自行決定。另外，學校所選

用的教科書，除了應為非歧視性的，更

要能「正確描繪社會的多元性」。亦即，

教科書的內容不能含有歧視性的內容，

且須承認並提及美國社會中的多元性別

與族群等。

LGBT倡議團體讚揚法案的通過，

並強調：「伊利諾州已規定學校歷史課

程應包含邊緣社群的貢獻和經驗，包

括身心障礙人士、有色人種、女性與

移民，法案的內容與此其實無異。」雖

然無異，但當 LGBT社群能在課程內

容中被承認為多元社會的一份子，就

是令人振奮的一件事。如法案的提案

人 Heather Steans所述：「在學校教授

LGBT的歷史很重要，因為它能提升學

生對性少數的同理與理解，並為 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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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供歷史榜樣。」

我們身處於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

每位大人遇到一位帥氣的少年，常會

下意識地問：「咦，弟弟長得這麼帥，

有沒有女朋友啊？」但鮮少在心中默問

自己：「他會不會不是異性戀啊？啊，

那我這麼問好像有點不太禮貌。」在這

氛圍下，同志學生常會感到一些寂寞和

焦慮。畢竟，身為同志好像是件不太正

常的事，日常對話已預設異性戀者的存

在，但卻從未正向地提及同志群體。身

旁的同儕也很少人敢於出櫃，要遇到與

自己一樣的同學，實在很難。伊州在課

程中提及並承認 LGBT群體的存在，

至少能傳達這樣的訊息給現場的同志學

生：「有些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你是

一樣的。你並不孤單，也非不正常。」

對於異性戀學生，它則能提醒：「我們

的社會是多元的，除了異性戀，尚有其

他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存在。歷史上的

先進們也是如此地多元，我們一起來理

解吧。」藉由帶領學生了解歷史中重要

LGBT人物的故事，將使學生以更包容

的心，面對性少數的存在。

性別平等的訴求不只是追求同志

群體的平權，更要能解構社會中的父權

制，增進女性的社會地位，促使其能與

男性平等。接著，就讓我們來了解智利

的大學生，當她們受夠父權制的剝削

後，發起了什麼抵抗行動？

智利：學生齊聚要求大學校園促

進性別平等（註 4）

一場「女性主義襲奪運動」（Tomas 

Feministas）正挑戰智利的教育體制。

至少 30所大學、數百名學生站出來參

與遊行，要求沒有性別歧視、性騷擾與

性暴力的校園環境，呼籲大學校長促進

校園中的性別平等。

一位工程學系學生指出：「我們看

見女性在不同場合，常會遭遇各式不同

的暴力，大學校園也不例外。」正是學

生們對於暴露在性別暴力的擔憂，引燃

了這場運動。學生們意識到她們對性

暴力的投訴與抱怨宛如「對牛彈琴」，

再加上智利南方大學（Chile's Austral 

University）與智利大學（University of 

Chile）校內爆發教職員遭受性暴力的

醜聞後，600多名學生決定發起抗議行

動，欲嚴肅地控訴校園中性別暴力的問

題，並要求變革。「一個有 1000多名女

性參與的集會，就表明這是一個真正問

題，一個值得擔憂的問題」。

抗爭者呼籲去除校園中的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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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暴力，包括舉辦性別平等研習要求

師生參與，且將性別研究納進大學課程

中；教授應對性別歧視的言行負責；政

府要設法降低職業性別隔離，使每個性

別都有相同的發展可能；政府也要檢視

並改善與性犯罪相關的法律內容，包括

處理性平相關事件投訴的程序等。

比奧比奧大學（University of Bio 

Bio）社工師協調代表 Eva Saavedra認

為，提供「去性別歧視」的教育是大學

校長至少能做到的事情。「常能在課堂

中聽見，不適當且具性別歧視意涵的玩

笑，應當停止。」

遊行過後，在 5月 16日，她們更

進一步在四個城市（包括智利首都聖地

牙哥）發起抗爭，要求制訂有效的行動

協議，以防治性暴力。有位抗爭者說，

這場運動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是首次

由學生主導來訴求終結教育中性別歧視

的運動。

在此，「教育」同樣地也被視為解

決性別歧視的有效方法。此運動主要訴

求對教育進行些許改變，促進社會對女

性的尊重，並以司法途徑保護女性免受

性別暴力。然而，僅針對大學進行改革

恐怕是不夠的。若學生能從小養成性別

平等的意識，社會定能更快速、更根本

地往性別友善之路邁進。近期，威爾斯

正翻修「性與情感教育」的課程內容，

其方向或許可供借鏡。

英國：威爾斯翻修「性與情感教

育」課程內容 教長：傳統性教育
的時代早已過去（註 5）

有鑒於進行性教育時，教師態度往

往消極，並常以過於生物性的角度展開

教學，且未給予人權、性別平等、情感

教育足夠重視，威爾斯教育部長 Kirsty 

Williams宣布全面翻修「性與情感教

育」（Sex and Relationships Education）

的課程內容。

未來，「性與情感教育」將更名為

「情感與性教育」（Relationships and 

Sexuality Education），以告別傳統的教

學路徑。誠如 Kirsty Williams所說明：

「傳統性教育的時代早已過去……性

（sex）不應被孤立地教授，原因很簡

單，它並不只有性；它也關乎到情感、

人權與尊重，須結合對於性（sexuality）

更廣義的理解。缺乏任何一者，都不利

於我們的學生與老師。事實上，情感與

性形塑了我們的生活以及週遭的世界。

它們是『我們是誰』與『我們如何理解

自己、彼此和社會』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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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課程將顧及 LGBT群體的

需求，且會關注更廣泛的議題，例如性

的同意權、家庭暴力和尊重多元。它將

成為威爾斯 2022年上路新課綱的一部

分，適用於 5至 16歲的兒童。其教學

會鑲嵌於各科課程中，而非獨立成科教

授。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

兒童研究教授 Emma Renold相當稱許

這次的改革，但提醒：「（此次的課程

改革）不僅僅涉及課程內容；為確保課

程的落實，其更涉及了基礎設備、教師

訓練與支持系統的開發。」

30年前，英國議會在地方政府法

（Local Government Act）增修第 28節

（Section 28），禁止學校與地方當局

「提倡」同性戀，連老師在校內提及同

性戀者的存在都是禁止的。蘇格蘭已於

2000年廢止此法條，英格蘭與威爾斯

則在 2003年跟進。威爾斯此次在情感

與性教育課程中，納入 LGBT群體的觀

點與需求，可被視為對此法通過 30週

年之回應。

威爾斯的課程改革被譽為「引領

情感與性教育的課程方向」。它一改過

去強調「生物的性」，把「社會的性」

與 LGBT的需求也涵納進來，且也強調

人權、性的同意、尊重等面向。這與伊

利諾州參議院要求應於歷史課程中提及

LGBT群體的歷史，有異曲同工之妙。

兩者都在追求具有「包容性」的課程，

即容納各群體的需求與觀點，以承認並

促進社會對多元群體的尊重。

這是一個趨勢。參考威爾斯的改

革，我們能檢視目前臺灣所正進行的

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尤其把性別平

等議題融入課程的方式，以及健康與體

育領域綱要中性教育的內容，是否符合

當前趨勢，且能真正符合學生的需求。

智利大學生走上街頭，印度泰米爾

納德邦設置跨性別者專用廁所，都是抱

著降低社會不平等的期望。但若我們沒

有將性別平等教育帶入基礎教育，恐怕

一切的訴求與變革僅能流於表面。誠如

王儷靜老師出席中選會「以法律明定實

施同志教育等課程」全國性公投案聽證

會時的發言：「（帶著孩子去）認識與

同志相關的多元性別特質、性取向或性

別認同，只有這樣做，才能夠帶領小孩

子培養多元跟尊重的視野。……我們必

須提供很多的教育基礎，例如瞭解多元

的存在。我們要教孩子尊重他人，這樣

孩子才會獲得尊重；我們要教孩子愛別

人，然後孩子才會被愛。」（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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