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性平新鮮事～

性別平等 Easy Go
伴著新學期的到來，性別平等教育週系列活動也跟著開跑了，歡迎活動當天有您的參與，到時候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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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近年來“性別平等教育”為什麼這麼的夯嗎？
除了『性侵害、性騷擾防治』以外，“性別平等教育”到底還包含了哪一些呢？
「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其實就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打破像是「男主外，女主內」
傳統的性別思維，讓「不同性別」都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
上的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更期望經由教育上的性別平等，促進男女在社會上的機會均等，而在性別
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共同建立和諧的多元社會喔！所以舉凡性別間的情感教育、多元性別意識、性侵
害及性騷擾防治、性別平權等等議題，其實都是性別平等教育的其中之一唷！
同學們，想躍躍欲試成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重要的推手嗎？
那就讓我們藉由這次的性別平等教育週系列活動，趕快來一探究竟，好好地認識它囉!

跳脫性別角色的框架，重新看見自己的需要

～女性職涯大躍進～
台鐵 123 年來首見女駕駛
克服 35 公斤握力難關邱千芳圓夢 拿到火車駕照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蘋果日報
台鐵將出現一百二十三年來首位女性火車駕駛！今年二十七歲的碩士畢業邱千芳為圓開火車夢想，不
但通過三十五公斤握力測試，前天也通過甄審會資格審查，拿到了她人生中
的第一張駕照─火車駕駛執照，同時也成台鐵首位火車女駕駛，預計後年初
將可上路。
從小就是火車迷
「如果穿上駕駛員的制服開太魯閣號一定很帥！」二十七歲、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光電研究所畢業的邱千芳外形秀氣，但她的夢想卻是當一名火車司機，
昨得知錄取時相當興奮。她說，外公和舅舅都在台鐵工作，她從小和哥哥常
跟著當列車長的外公搭火車四處走，當時就迷上火車，夢想以後要開火車。
人生第一張駕照
邱千芳說，她去年考上台鐵佐級電務，後來得知可報考駕駛員時很興奮，但
很多人都不看好，也有同事說從沒有女生可考上火車駕駛，別浪費四千多元
的體檢費用，但她認為不應錯過追求夢想的機會，「我雖然是女生，但力氣
很大，也做了很多練習，終於通過女生難以通過的三十五公斤握力測試。」
她說，雖然通過握力測試，但沒想到最後能通過甄審，她連汽車駕照都沒有，人生中第一張駕照竟然
是火車駕駛執照。
台鐵機務處科長宋鴻康說，以往也有女性員工報考，但都難以通過握力測試，現在終於有女性同仁考
上，下月起將開始實習受訓，估計後年初可上路；未來宿舍也將準備女性套房且走廊將設有監視器保
全，希望女性的加入可以帶來良性競爭。
【以上文字與圖片引用 http://gend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http://gend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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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畫美妝 全國賽第一名

2011 年 5 月 13 日 自由電子報
男生也能畫出美美的彩妝，再搭配自己設計的旗袍禮服和新娘白紗套裝，基隆光隆家商美容科曹安迪
和程梓賓，在全國六百多名參加美容美髮競賽的選手中表現突出，分別奪下古典化妝、時尚新娘化妝
組的冠、亞軍。二個大男生笑笑說：「男生也能畫好妝！」
曹安迪和程梓賓上週參與全國美容美髮技術競賽，比賽強調時尚、創意和化妝技術搭配禮服設計，二
人用黑紗和白紗重新點綴旗袍和新娘禮服，再仔細為模特兒打粉撲、畫眼線，創意的服裝設計和精湛
的化妝技巧，營造出不同其它作品的時尚感，讓評審驚豔，擊敗同組其他強勁對手，贏得佳績。
曹安迪說，以前對美容和設計並沒有興趣，在美容科學了二年後，燃起了強烈興趣，畫畫妝再搭配好
看的衣服，作品完成後很有成就感。程梓賓也笑說，因為妝畫得好，還常有同學向他們請教。
【以上文字引用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may/13/today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may/13/today-north19.htm】
north19.htm】

性別概念轉運站
上述的生活小故事與經驗，不難發現破除性別刻板化印象與推動性別平權之作為，是能讓男生與
女生、男孩與女孩、男人與女人都受惠的事實。因為男生與女生可以依自己喜好擇玩具與顏色、男孩
與女孩可以學會更多元的性別分工、男人與女人當然更能不受傳統角色禁錮的做自己！
社會、文化影響性別，也就是透過角色轉變讓印象轉變，或者透過印象轉變讓角色轉變，提醒朝
陽人在專業創意的發揮與生活實踐過程，都能更與性別平等概念接軌，不要再成為強化性別刻板化的
樣版人。一起為破除性別刻板化印象而努力吧！
【文章節錄整理自 http://163.17.19.84/cyut_sex/detail_content_fn?id=22&subid=139】
http://163.17.19.84/cyut_sex/detail_content_fn?id=22&subid=139】

動動腦時間－性別小思考：
1.台鐵的女駕駛和這兩位男學生在挑戰性別刻板印象的學習過程中，
會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呢？
2.他們的傑出表現可以給你哪些學習上的啟發？

～性平活動新鮮事～
同志遊行 High 翻高市街頭
本屆「2011
2011 年高雄同志遊行 out & OUT」
OUT 已於 9 月 24 日星期六圓滿結束
這場「2011 年高雄同志遊行 out&OUT」訴求「走出冷漠、走出房間」，遊行前參加
遊行各路人馬齊聚高雄市生日公園造勢後出發，行經中山二路、五福二路新崛江商
圈等再回集結地，遊行隊伍綿延數公里，配合警方交通管制前進，過程平和，沿路
吸引不少路人圍觀。
主辦單位高雄同志遊行聯盟說，今年遊行有更多外地同志與非同志聲援團體及個人
加入，因此遊行隊伍比去年龐大。聯盟樂見同志、支持同志平權的異性戀的朋友熱情相挺，也感謝警方等相關
單位的鼎力相助，讓遊行圓滿落幕，展現高雄是個人權、友善的城市。
【資料來源摘自
資料來源摘自 2011 年 9 月 24 日 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電子報

關輔導，懷抱多元，諮商輔導中心陪伴您一同成長
諮商輔導中心服務資訊：
諮商晤談與轉介服務

學生輔導活動（包括情緒篩檢、心理健康講座、
心靈電影院等）

心理測驗（包括個人興趣、工作、職業興趣、價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值觀、人格、智力測驗等）
視聽圖書借閱（包括學習、人際關係、生涯規劃、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生命教育等）
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案件收件窗口

培訓、指導耕心服務隊（包括校內外心靈成長志 編製、發行心靈成長文宣刊物（包括天使心橋、
願服務、社區關懷服務等）
心靈園地等）

服務地點：
服務電話：（
服務地點：行政大樓 3 樓
服務電話：（07
：（07）
07）7811151 轉 2270、
2270、2271
服務網頁：
服務網頁：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st/CN/CN001.html
電子信箱：
電子信箱：friend@mail.f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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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 100 年 10 月活動一覽表＞＞
月活動一覽表＞＞
週數 日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主要活動
﹡向日葵始業輔導活動-身心障礙學生（9/28）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10/1
﹡生命教育團體輔導活動/耕心志工隊期初培訓（10/1）
﹡性別平等教育週
﹡10 月”心靈園地-性別平等教育”發行（10/3）
﹡學生心理健康講座-性騷擾性侵害防治（10/3）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 月性別心靈影展Ⅰ(10/4）
﹡10 月性別心靈影展Ⅱ(10/6）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小組會議（10/5）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會議（含職涯輔導）（10/6）

對換冤家】
【對換冤家
】Changing Sides

﹡職涯心理健康講座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性別、性騷擾性侵害防治（10/20）
﹡「心靈 SPA 導師」經驗傳承座談會（10/25）
七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向日葵家族陪同人員工作會報暨生命關懷團體（10/27）
﹡向日葵家族秋季戶外教學暨自我成長活動（10/29）

導
演：芭絲卡布莎杜（Pascale Pouzadoux）
演
員：蘇菲瑪索（Sophie Marceau）、丹尼伯恩（Dany Boon）
改編自熱銷小說、由法國女星蘇菲瑪索（Sophie Marceau）擔綱演出，劇
情描述一個忙於珠寶生意、又得兼顧 2 個孩子的女子安麗，因對一成不變
的生活感到厭倦，竟異想天開和她賣器械機具的老公雨果「對換身份」，
互相體驗彼此的角色；但當她因為改賣器械而變得越來越幹練時，卻意外
驚覺賣珠寶、帶孩子的老公，竟變得越來越「娘」了…。
這部幽默俏皮又雅俗共賞的《對換冤家》，已獲選為 2010 年的台北國際書
展開幕片，您千萬不能錯過…。
★導覽老師：陳杏亮老師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自由參加

八 10/30 10/31

★時

四

五

1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諮商輔導成長團體（10/13 起連續進行 8 週）

六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間：100 年 10 月 4 日 18：00～21：00

★地

點：B618 微觀教室

若有任何問題，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請洽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分機：
分機：2270 或 mail 至 friend@mail.fy.edu.tw

活動快訊－『性別平等教育週－性別平等 Easy Go』系列活動，歡迎您踴躍參加！
1. 100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性別平等心理健康講座，將邀請高雄市青少年關懷協會陳婷婷理事長主講，
主題為「啥? 原來這樣也是性騷擾? -----校園性騷擾及性侵害的樣態與法規」。
2. 10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性別心靈影展Ⅰ：對換冤家【Changing Sides】。
3. 100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性別心靈影展Ⅱ：同床異夢【The Break-Up】。

「心世界」
心世界」徵文暨海報比賽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和創意，放在內心的小抽屜裡…這兒的天空，可以寫下你的美麗與哀
愁~我們真的很期待能夠與你分享！生命中，那個讓你忘不掉的心情故事，還有對生活最寫實的紀錄。
★ 徵文暨海報比賽主題：性別平等、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校園溫馨感人小故事等四個主題。
★ 徵文、海報比賽截止日期：100 年 9 月 19 日起至 100 年 11 月 20 日止
★ 繳交地點：諮商輔導中心（行政大樓三樓）或 e-mail：friend@mail.fy.edu.tw

心靈書坊<<
心靈書坊<< 男人的弱點，
男人的弱點，女人的弱點 >>
作者：靜濤、沈建菲
出版社：益智書坊
出版日期：2011 年 08 月 24 日
男女兩性之間，
男女兩性之間，永遠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異。
永遠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異。在男權社會，
在男權社會，女人是第二性的，
女人是第二性的，被當作
男人的肋骨、
男人的肋骨、影子；
影子；在女權社會裡，
在女權社會裡，女人成了另一種男人。
女人成了另一種男人。男人以征服世界來征服女
人，女人以征服男人來征服世界。
女人以征服男人來征服世界。
本書深刻地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弱點，他們的生理結構不同，大腦結構不同，來自家
庭和社會的教育不同，所以導致了他們不同的表達方式，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不同
行為愛好。所有這些差異，使男人和女人的溝通和理解出現問題和矛盾。
這是一部了解男人與了解女人的絕妙作品，儘管你有點「自以為是」說早已看清了對方，可實際上你
會訝異，有些東西是你根本就不了解的，甚至還存在著極大的誤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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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異夢】
Break-Up
同床異夢】The Break導
演

演：
【愛情趴趴走】派頓瑞德(Peyton Reed)
員：遇上波莉】珍妮佛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婚禮
終結者】文斯范(Vince Vaughn)
一般的愛情喜劇片都遵循著一個公式，那就是男孩認識女孩，他們一
見鍾情，然後產生誤會，感情發生危機，最後誤會冰釋，從此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但是當一對佳偶累了一整天回家互相吵架，或是一成
不變的日常生活快要把他們逼瘋，或是生活瑣事造成的積怨有一天終
於爆發，他們還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嗎？
【同床異夢】是一部打破傳統的愛情喜劇片，故事描述一對怨偶之間有時令人捧腹大笑、有
時讓人傷心難過的分手經過。文斯范恩和珍妮佛安妮斯頓分別飾演蓋瑞和布魯克，他們在一
起兩年之後，有一天突然因為一點小事大吵一頓，在意氣用事之下決定分手拆夥，但是雙方
都不願意搬出他們共同購買的公寓，他們在身邊親朋好友的煽風點火之下，展開一場慘不忍
睹的兩性大戰。
★導覽人員：鄭翔尹老師及耕心志工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自由參加
★時
間：100 年 10 月 6 日 18：00～21：00
★地
點：D210

☆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入場，謝謝！
☆住宿生請攜帶宿舍管制卡，影片欣賞完後蓋章！
☆本活動有「有獎徵答
有獎徵答」，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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