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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螞蟻撼大樹──讓學生性別社團解放校園 
王振圍（臺灣青少年性別文教會秘書長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碩士生 

青少年性／別成長學苑、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性酷社、臺灣

青少年性別文教會創辦人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性酷社社團指導老師） 

 
「什麼四性社？有第三性還不夠亂嗎？還來個第四性？」 
「你們成立多元文化社團，就讓你們成立，那個酷兒，我有

上網查過，不要以為我不知道你們在搞什麼！成立酷兒社，我是

一定不會送上去的！小嗚，你該不會是那個吧！我們學院這麼

好，應該不會有那個吧！」課外活動組的教官回應想要成立多酷

社（全名多元與酷兒文化社）的我們。 
說破了嘴，我們只是想成立一個性別社團，為什麼有這麼多

的困難？真的不了解！ 
隨著年齡的增長，振圍從高中、大學到變社團指導老師，經

過三個學校，陪著社會變遷走過，卻不變地遇上一群在問「什麼

是性別？」的老師和學生，得反過來教育校園中的每一份子，其

實，我只是想成立個性別社團而已。 
 
 
 
 
 
 

 
校園需要性別社團 

 
身為學生的我們，想要在學校裡有一個性別社團，讓我們可

以認識一樣關心性別議題的朋友，失戀的時候有同儕傾聽，和伴

侶吵架了有人聆聽，受到性別歧視與壓迫時，有人可以陪伴，看

到帥哥或美女的時候，可以一起尖叫，也讓同志學生在校園中有

一個情感的寄託，或是，一個可以光明正大討論性愛話題的地方，

而不用老師一出現就閉嘴。 
很多人問我，為什麼要成立性別社團，而不是同志社團？雖

然振圍是同志，但覺得青少年同志面對的所有問題，所有同學也

都得要面對，面對感情的困擾，面對不知道如何跟家人溝通？要

怎麼追一個人？怎麼才叫發生過「關係」？要怎麼做愛才會爽？

失戀了為什麼這麼難過？我到底愛不愛他／她？為什麼這個世界

上有不平等？做愛到底要不要用保險套？為什麼有的男生會被歧

視、霸凌？為什麼女生、男生有時候會受到不同的對待？為什麼

爸爸可以兇媽媽？而媽媽可以兇我？為什麼男生就非得有擔當不

可，而不是所有的人都要有？ 
這些答案，我都想知道，但也清楚，這些問題不是受不平等

待遇的人才會有的疑問，而是人，有家庭、有朋友、有伴侶的人，

都該共同關心的，但很多老師、家長不回答這些問題，或是回答

不出個所以然，不然就是那一千零一句：「等你長大就知道了！」

或一千零二句：「這些東西不用教，你以後遇到了自然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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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這麼容易就好了，如果是這樣，那大家應該有辦法清

楚地回答這些的問題，也因為看見我們青少年間共同的對性與性

別需求，許多同學知道我們要創這樣的社團，在我們的遊說下，

一一加入連署，共同感受到，我們需要一個關注於「愛」議題、「性」

的議題的團體、環境，而且是談論青少年所關心的、實際層面的

內容，而不是受到管制、管教、上對下，缺乏對話的方式。在同

志議題上，異性戀同學對同志也很有興趣，尤其是我們這些活生

生的同志，就是他們身邊的朋友，他們更能與我們一同感受到有

時候在文化中對於同志的差異對待，像是振圍讀高中時，有次隔

壁班的老師在班上發表對同志不友善的言論，我的同志朋友在臺

下焦慮得手足無措，頭低低，不發一語，沒想到，有個異性戀同

學就舉手「取得發言的機會」後，很有正義感地大嗆老師一番，

希望老師正視同志的權益，獲得全班同學們的掌聲，只是聽說，

那個老師到了別的班，還是一樣繼續「散佈」歧視同志的言論，

無視同志學生的受教權，無視同志學生應透過教育獲得更好的個

人發展、自我概念與自我實現。 
我大二時，曾和一個學姐聊天談到「臺灣的性別教育是失敗

的」，她回問：「你說臺灣的性別教育失敗的，那你是誰教出來的？」

我笑了笑，我答不出來。嗯！我是從大人們錯誤示範中，從傷害

與被傷害中學習的！是從廣泛的書籍中學習的！學校老師為什麼

沒教我？等我修教育學程的時候，我才發現，因為老師們的老師

沒有教老師，所以老師也不會。所以青少年只好自修，老師不會

教的，我們自己教自己，甚至反過來教老師。還有人告訴我，男 

生就要有男生樣，女生就要有女生樣，就是性別教育！幼稚園老

師是女生的職業，教授是男生的職業，男的要主動，女的要順從，

這就是性別教育！聽得我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那誰能告訴我，廚

師是男生的職業，還是女生的職業？女生為什麼被要求「主動」

帶小孩？難道我們每個人的每個行為都符合這樣陰陽二分的觀點

嗎？如果現實並非如此，而且幼稚園老師之所以很多女性，是被

教出來的，那我們確定我們要繼續這樣教嗎？ 
當我懂得越多，越覺得「性別平等意識」真的很重要，唯有

解決了性別的問題，同志的問題將不再是問題，曾努力和一群朋

友組織性別社團，一起以學生的角度關心性別議題，從台北市建

國高中性／別研習社，走到彰化師大性酷社，現在到彰化高中幸

福會社，用盡各種管道，正式申請、小報、宣傳、老師的力量、

民間團體的力量，卻不斷遇到「新規定」、「久未實施的舊規定」、

「剛好忘了送去討論」、「還需要再討論」、「剛好要換組長」、「被

質疑性傾向、能力」、「高中生／大學生不能研究性別議題」各種

有形無形的理由，阻擋社團成立，一次又一次讓人無奈、無力的

情境，發現性別社團較一般的社團更難順利地成立，受到更多的

壓力，我很好奇，這個壓力從何而來？更好奇，學校的教職員們

是如何看待「性別」這件事！過程中，受到各種阻礙，也從挫折

中成長，真希望所有想成立性別平等社團的人，都能獲得「平等」

對待。期待歸期待，我們總是遇到阻擋性別社團成立的大惡魔，

也學到一些伏魔的方法，在這裡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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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校園集社權──擊敗阻擋社團魔人成長攻略 

 
  在成立性別社團的過程中，也有其他同學在申請成立新社

團，看著他們「送申請表」、「上簽」、「通過」，而我們還在「要不

要接受申請表」這件事努力，常常會在暗夜中思考：「我成立性別

社團是不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等級：1 怪物名稱：看不見性別的課外活動組組長 

ＨＰ：10 ＭＰ：5 升級所需經驗值：50 

魔法：什麼是性別社團 

魔法：高中生／大學生不能研究性別議題 

魔法：人數問題 

  找好幾個想一起成立社團的頭頭，去跟課外活動組組長拿社

團申請表的時候，他通常會問：「什麼是性別社團？這是幹嘛的？」

同學就會想大笑，要是我知道性別是什麼就好了，我也不知道啊，

大概是關心女生、男生，還有同志的吧！學生只好自己去找書、

找資料，弄清楚性別是什麼，因為並沒有性別研習是辦給學生的，

老師搞不清楚（很多老師也不愛參加研習），學生也搞不清楚。好

不容易搞得迷迷糊糊，還可以勉強解釋什麼是性別，就趕快把宗

旨、創社負責人、規定上的連署人數搞定，就送名單給課外活動

組的組長了，組長大叫：「你們真的要申請社團喔！」要不然我們

這麼披星戴月找幾十個人連署，說服他們一起加入社團是頭殼壞

掉嗎？都不懂得我們的辛苦和用心，還懷疑我們創社團的真心！ 
  通常這個時候組長還是不懂什麼是性別，然後我們就把上網

查到的東西，關於性別的，分類整理好，說明給組長聽，「有關於

權力、婦女、平等的……」，呃！發現組長還是不太懂，但我知道，

當我們講說要會談到關於「性」，還有「談戀愛」、「懷孕」、「同志」

這類的事，他／她老人家通常表情不太正常，會有點扭曲，很有

發展成為小惡魔的潛力！接著回答我們：「你們現在高中生，未滿

十八歲，不適合談性別的東西，而且其他學校也沒有這種社團啊！

應該要請輔導室輔導你們一下。」我們很高興地去找輔導室老師，

老師們很高興有學生要成立這樣的社團，還幫我們背書，要指導

我們社團發展，但學生社團還是得回學務處申請，這時候組長臉

都綠了，更像小惡魔了，不知道從哪裡生出一些新的法規，指著

那白底黑字說，我們這學期開始成立社團連署人數從 20 人變 30
人了喔！什麼！那其他申請的社團的呢？他們已經通過了，就不

追溯既往！什麼？我們之所以還沒通過還不是組長在拖延！幾個

月內，一直改我們社名、改宗旨、改社團性質，申請表寫了一張

又一張，有時說有錯字，一會兒又說這裡看不懂，沒想到到了大

學，申請性酷社時，又被同一套東西搞一遍，還說：「性別這種東

西，到研究所再來研究」，我覺得生物科技也很難，怎麼沒規定到

研究所才能研究？ 

備註：通常電腦遊戲中，尤其是線上遊戲、RPG 遊戲，遊戲中的主角及怪物都有等級，

等級越高代表實力越強，要看實力強不強，通常會看能力值體力值、魔力值、

攻擊力、防禦力、敏捷速度，更複雜的還有五行屬性特性，其中 HP（體力值、

血條）及 MP（魔力值、法力）是各款遊戲中普遍有的。要升級是需要條件的，

通常得練功（打怪、解任務、吃特殊道具），才能累積經驗值，累積一定經驗值

後才能夠升級。等級越高，除了各項能力都會提昇外，也會學到更強的魔法或

必殺絕技。通常只有遊戲攻略或是秘笈中，才會寫出怪物的能力值，所以本文

把阻擋社團成立的行政主管比喻為魔怪，把她／他們的惡形惡狀寫出來，讓大

家能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但也提醒大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遊戲玩到後面，

怪物是會越來越強滴（滴為「的」的青少年俏皮用法）！不過，究竟佛魔只有

一念之隔，得靠大家的慈悲和智慧，讓怪物的佛心展露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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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2 怪物名稱：不太友善小惡魔 

ＨＰ：50 ＭＰ：20 升級所需經驗值：100 

魔法：你／妳是不是同志 

魔法：學校不需要這樣的社團 

魔法：社團太多 

魔法：指導老師是誰 

  一邊成立社團，被逼著要趕快先學會什麼是性別，一邊長大，

沒想到原本課外活動組組長，也會長大，只是長得不太好看，真

的變成小惡魔了。開始質疑我們的性傾向：「你們為什麼要成立這

樣的社團！你們該不會是那個（同性戀）吧！」無論怎麼強調我

們社團中，不管是什麼戀都有，他就是不相信，逼著我們出櫃，

讓更多的同志發起人因為擔心出櫃而打退堂鼓，但也沒有因為發

起人是異性戀比較多，成立就變順利。 
  小惡魔越來越囂張，不客氣地說：「我們學校不需要這樣的社

團，我們性別教育都做得很好！你們想要學這些東西，不一定要

成立社團，我們學校社團太多了！」後來才知道，不管是五六十

個社團的建中，還是十個、三十個社團的學校，他們都會告訴我

們：「我們學校社團太多了！如果你們要成立，就不能有社辦喔！

要是你們成立這樣的社團，媒體一來，學校會很麻煩的！」 
  再來，小惡魔會質疑我們的指導老師夠不夠「專業」，能否帶

領我們，這時輔導室為了人和，避免處室間的戰爭，開始迴避不

願意當指導老師，要我們找真正具性別專長的老師來擔任，轉頭

看看已經成立的社團，很多不也只是老師們因為興趣而指導學生

社團，而不一定有什麼專業背景，我們成立社團，也只是因為興

趣而已啊！要求真的很多！還好，也因為這樣限制，讓我們真的

去找真的實力堅強的老師來當指導老師，反倒是社團的轉機。但

指導老師也會受到無畏的波及：「你們老師還沒有結婚吧！不太適

合當這種社團的指導老師。」 
 
等級：3 怪物名稱：阻擋成立大魔王 

ＨＰ：100 ＭＰ：999 升級所需經驗值：999 

魔法：新規定和久未實施的舊規定 

魔法：剛好要換組長 

魔法：忘了送、上面有意見 

必殺技：我不懂性別 

  大概是我們信念堅定，真的很用心、努力，太爭氣，讓小惡

魔腦羞成怒，搖身一變變成大魔王，不斷生出新的規定，需要有

社團的審查會議，搬出幾百年沒實施的「觀察期社團」的規定，

從前年年底，拖到今年三四月，組長說他下學年不會繼續當組長，

叫我們不要為難他／她，沒想說我們更想跪下來求他／她不要為

難我們，懷胎十月，性酷社出生終究無法忍受一直黑暗黏稠的肚

子裡，學校換了一個支持性別平等的校長和學務長，才在一路跌

跌撞撞、受盡語言污辱的苦難中走過，但建中和彰中的性別社團

就沒這麼平安幸運，一會兒說資料不知道放去哪，剛上任不了解

這個社團的情況等等的問題又跑出來了，我們只是想成立一個性

別社團啊！ 
  大魔王每次看到我們出現，越來越不耐煩，看到我們就像看

到爸媽嘮叨的樣子，心中不斷碎碎念：「又來了……」開始使用拖

延戰術，下個禮拜會處理我們的申請，簽呈忘了送，這次會議忘

記提，我們就定期去提醒，讓他／她不會忘記，又說上面主任或

校長有意見，我們就親自去溝通，但都有好聽的表面話，回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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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組申請表還壓在那裡，從最上層的公文夾，跑到最下面，就像

壓在五指山下的孫悟空，動彈不得。 
  我們才了解，原來真正阻擋我們成立的，是大魔王從開始到

最後，一直用於無形的必殺絕技：「我不懂性別」，沒有性別平等

意識，不了解性別議題對青少年的重要性，才是真正謀殺性別社

團的主因。 
 

雖然有我們這群「妖魔鬼怪」在大鬧校園，但整體社會的改

變需要喚醒大眾一起意識問題，需要所有的人一起投入，才能前

進。我們透過自製的小報、文宣，無視學校的打壓，在下課後，

光明正大地貼在每一間教室公佈欄，在校園博覽會發放傳單，讓

大家看見我們的存在；持續地在 BBS 上分享我們的理想，我們要

做的事，讓同學們支持我們的行動；尋求、遊說能支持性別議題、

關心性別弱勢的老師與行政人員；對於沒錢的我們，要做這些事，

更需要金援的投入，一兩個老師、學長姐幾百元的金援，超有心

的前輩、教授免費地為我們授課，有同學打工賺錢養社團，有人

每天存下十塊錢，小小的一群人，努力為社團「拼經濟」，就是為

了支持社團繼續下去，印個小報都要跑個十家影印店，只為了每

份小報是 0.8 元，0.6 元還是 0.45 元，都是為了我們這小小的夢想，

用最少的經費做最多的事，實現一個更平等的社會，要能成立一

個社團，不是光有一群有熱心的小鬼自就能實現的。 
每次在外頭熱情，回來面對辦理社團申請的大魔頭時，在「牠」

（早就被我們取了各種 kuso 的綽號，被視為異己的大魔頭，已經 

不想再用「人」部的「他」）的面前，在輪番作戰、多次的溝通無

效後，我們習得無助，變得安靜，沉默，就像許多青少年面對不

聽我們說話的父母一樣，只有在外頭繼續努力，就為了證明給「牠

們」看，多學點知識回來，再上戰場，教育我們的大魔頭，雖然

結局仍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敗。經歷許多的難過、生氣與挫折，不

禁心想，如果所有的性別社團成立都像我們這樣子辛苦，也難怪

當時能申請成立的校園性別社團是這樣地少，還好我們有這麼一

股傻勁，堅持下來，長時間死纏爛打，在碰撞中學習，如果我們

放棄了，那我們長期的抗戰一切都白白浪費了。 
幾次社團成立的經驗下來，我們發現野獸也有柔軟的一面，

我們開始不正面衝突，除了引用性別平等教育法，說服大魔頭要

「依法行政」，接受我們的申請，也開始發現，原來我們也要反過

來關心野獸，發現牠的需求，發現牠在生活中也會感受到的性別

問題，告訴牠，如果我們能成立社團，學校的好處有什麼，對結

構上會有哪些改變，牠會譏笑我們天真，甚至拒絕這些好處，我

們開始施予小惠，開始和野獸閒聊，關心他的生活，閒聊八卦，

有東西吃的時候分牠一點，再次重新建立關係，降低我們對牠的

威脅感，對上阻擋社團的大魔頭，我們可謂是動之以情，誘之以

利，說之以理，雖然牠仍會說：「我真的不懂你們為什麼要成立這

樣的社團」，但態度已經不同，在這關係變得柔軟，不再是硬碰硬

後，牠也逐漸鬆動了，我們不再給大魔頭震撼教育，而選擇對牠

的價值輕輕地搖晃，寧可相信在他心中，也產生小小的漣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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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還沒平等，你我都要努力 

 
在完稿的前一天，幸福會社的社長又打給我，泣訴成立社團

受到的壓力與委屈！還一直擔心會不會明年就倒社了。我心中在

想，如果我是學校裡的任教職員，也許幸福會社就不會常常受到

這麼多無明的阻礙了吧！這樣的戲碼還要重演幾百遍？今年六

月，我從彰師大畢業，進入彰師大性平會擔任助理，雖然只做了

兩個月就離開了，卻也真實感受到我之前對抗的「大人」所握有

的資源與權力，小小的一句話，就可能對學生造成多少的威脅，

我們也要敏感、照顧性別弱勢的學生，就算是最後還是讓性酷社

成立的彰化師大，也不見得就會一直順利下去。去年新生家長日，

性酷社自掏腰包籌了 6000 元，製做 1500 份「性別平等教育 GQ
手冊」給每一個新生，宣導性別平等教育，在手冊一翻開就可以

看到可愛的保險套，仔細地教導所有爸媽和新生學妹弟，要正確

使用保險套，要有安全性行為，詳細說明使用方法，提供保險套

試用練習，以預防性病與非預期懷孕。今年振圍在性平會，當然

要支持這樣好的活動，說服學務長讓學務處提供手冊製做的經

費，發給全校的教職員生，卻被一群「大官們」擋下，說無法想

像家長與阿公阿媽們看到保險套會對學校有什麼樣的想法。猶記

去年家長們搶著跟我們拿 GQ 手冊的畫面，想像家長們床頭櫃裡

的那一盒保險套，我突然覺得很想哭，在一個教育部稱許的性別

平等教育績優學校裡，不能在家長、新生和樂融融的環境中實施

安全性教育，一起談性，破除性別迷思，去年性酷社辛苦籌的 6000
元製作手冊給所有新生，沒有保險套的問題，而今年和學校合作，

我們只有扼腕的份，只能夠心中淌著血，跟衛生所超 nice 的承辦

員，幫我們努力爭取到免費提供的 7000 個保險套 say bye-bye，

說：「謝謝妳幫我們爭取，先借放衛生所！以後有機會我們會再來

拿！」 
 

臺灣什麼都雙峰，英語能力雙峰，經濟結構雙峰，今天的性

別教育也逃不過雙峰現象，一群人超有性別意識，一群人真的超

沒 sense，在努力的過程中，必然有很多的誤解，很多的情緒，如

果我確信做性別平等教育是對的，那就要堅持下去，而且相信，

眼前給我挫折的這個人，一定也會需要我腦中所想的、嘴上所談

的、身體力行的這個性別平等教育！然後，接納、包容他，用從

容的態度，接受對方因無知帶來的恐懼與防衛，柔軟地、真誠地

告訴他／她我所相信的性別平等教育，振圍因著這股信念走到今

天。回到前一段，振圍成立社團的體會：「一個社團的成立，不能

只有一群衝滿熱情的小鬼呆呆向前衝，更需要同儕、老師、行政

人員，一起的努力，這個校園才會改變。」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

的位子上，展現一小點的付出，就會讓整個臺灣社會的體質，有

這麼一點美麗的改變。 
 
如果我是學生，請告訴自己：I do! I can! 我可以！ 

如果我是老師，請告訴自己：I do! I try! 我可以做更多！ 

如果我是行政主管，請告訴自己：I do! I must support it! 

我必然要支持，而且還要提供更多！ 

我們一起用性別平等來解放校園！讓性別弱勢學生，在校園

中呼吸到更多自由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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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支持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社團的成立 

 
 

相信很多學生、教師和振圍一樣期待學校裡有性別社團或同

志社團，特別在文後提供振圍的經驗，鼓勵大家可援引性別平等

教育法協助學生社團的成立，讓行政人員能「依法行政」，減少因

為無性別平等意識，而產生的阻礙。 

首先在社團宗旨的部分，可參考性別平等教育法的立法目的

第 1條：「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

尊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可依各校、各

社團特色、目的與精神加以修改。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1項，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

環境，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第 14 條第１項學校不得因學生之性

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活動、福利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這兩條法律，

在積極與消極層面，皆保護了學生成立性別社團的權益。如果受

到的阻礙理由是：「性別弱勢、同志學生是少數學生」不妨援引

一樣是 14 條的第 3項，「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不利處境

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而性別社團能提供不

利處境學生同儕支持，幫助其成長與自我肯定，獲得更多生活適

應的策略。如果學校某些人員，可能會執意阻礙學生性別社團的

成立，不妨用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6 條提醒一下，學校違反第 13

條、第 14 條規定者，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也

許會發揮一點作用喲！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6條第 2項，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其任務有「規劃或辦理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活動」，而性別社團就是最好的學生活動，讓學生一起來關心性

別平等教育，可以請性平會支持性別社團的成立。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9條，學校性平會得聘具性別平等意識之學生代表為委員，

許多學校是由學生會推派代表，事實上不具有「性別平等意識」，

較無意願參與性平會會議，若能由性別社團學生來擔任性平會學

生代表，更適合不過。 

如果成立社團有連署門檻，記得可以多連署一點學生，例如

規定是 20 人，就連署 30 人，一方面逼自己多努力一點，一方面

避免學校臨時修改法令調升連署門檻，在人數上做文章。也要和

辦理學生課外活動業務的行政人員，平常就打好關係，做起事來

也比較順手，讓她／他成為社團的資源，而不是阻力。如果妳／

你的身份在學校較具地位，例如大學中的「正教授」地位較高，

不妨直接與辦理課外活動的行政人員接觸，感謝她／他的協助與

辛苦，表示對這個社團成立的期待與關心，無形中也會減少許多

阻礙。 

如果想知道更多社團成立的小撇步，或願意讓好性會（Bravo!

臺灣青少年性別文教會的簡稱）成為貴校性別社團的資源，可以

寄信到 tasbravo@gmail.com 與好性會聯絡，請讓好性會陪您一起

支持青少年關心性別議題。好性會網址：

http://tas.bravo.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