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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個「亂」字了得？—漢人教師對原住民族學生性／別關係的詮釋

2005年後半，一個人從

北部進入東臺灣，

一個我很陌生的區域，開始一段族

群關係的自我省思之旅，也進入族

群與性別關係之間的對話。

一次與朋友去看《山藸‧飛鼠‧

撒可努》電影首映會，這是改編自原

住民獵人作家撒可努的真實故事。最

初我看到許多原住民盛裝出席，習慣

性直覺認為他們要做開場表演，閒著

沒事問一個排在後面的原住民小朋友

說：「你們等一下要表演嗎？」她沒

有回答，只給我一個很奇怪的表情。

我很困惑，後來知道這是第一部很重

要的原住民電影，主角就是該縣排

灣族人，原住民盛裝出席以示隆重。

我頓時覺得無地自容，我們出席重要

場合，不也是要盛裝出席嗎？我們穿

著自己認為的盛裝，看著原住民族穿

著自己的盛裝，反而直覺聯想到她／

他們要演出。漢人的社會優勢只讓我

聯想到原住民歌舞表演？ (田野筆記

24／10／2005)

作為一個漢人研究者，乍入原

住民區域的田野，驚然發現自己對

原住民刻板印象如此強烈與簡化。

常常，我們對原住民的印象是載歌

載舞山地歌舞表演，這種文化商品

化的結果，讓我們很容易將傳統服

飾連結到表演，這種連結尤其隱含

文化霸權思維，不自覺、也難以察

覺、不是故意，但你我可能都參與

其中，這或許也是讓這位小朋友不

知該如何回答的原因？或者她的緘

默也是一種抗議？

帶著研究者不斷的自我反思，

我進入富維縣（化名）兩所國民中

學進行性別教育研究，試圖想要了

解當性別加入族群因素，性別教育

的實施可能產生何種樣態？遠山國

中是該縣升學率屬一屬二的中型學

校，學生有83%是漢人，17%為原

住民，5.5%的教師具原住民身份。

綠屋國中較偏遠，學生將近一半

（49.86%）是原住民，但只有非常

少數教職員具原住民背景。

第一次拜訪綠屋國中輔導主

任宜秋，她很高興地告訴我自己設

計了一份「性問卷檢核表」給學生

填，題目包括問學生知不知道自己

怎麼來的、覺得應不應該有婚前性

行為之類的（她不願意讓我看，只

簡單敘述問卷大致內容）。據此問

卷，學校不久將針對九年級生進行

「貞節教育」。

擇日，我與宜秋主任進行訪

談，當我談到她對原住民性別關係

看法時，她很緊張地說：「我先聲

明沒有種族歧視，原住民比較高一

點」。當我再追問：「什麼叫『比

較高一點』？」她反問：「你想

知道什麼？」我說，沒有，只是

剛剛那一句話不太清楚。她非常

謹慎地說「觀念上比較……case比

較多！」她舉個例子說有兩個學生

都是原住民，「以老師教學觀念，

就覺得小孩子一天到晚就跟人家搞

性關係是不對的」，不過已經懷孕

了，校內「老師的思維是一樣的」

想告這個男生；但在校外，雙方家

長已經在辦喜事了！她說：「遇到

這事，通報有實質的意義嗎？」她

說這樣一來，老師就比較辛苦，本

著「教育良知、教育觀點」就比較

難去做了。她同時也拋出一個問題

「當家長社經背景是這樣時，要選

擇哪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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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很「亂」？性關係很「亂」？

一談到原住民的性／別關係，

「亂」是漢人老師一般的用字與說

法，究其「亂」的內涵主要包括三方

面：男女之間界線不清、性侵害比例

高、同性戀傾向。守仁（遠山國中訓

導主任）認為「原住民的性別，男

女之間的關係比較『青菜』（閩南

語，「隨便」之意）」。天豪（綠屋

國中訓導主任，男）的觀察：

一般我們看到男女學生會交男

女朋友，一般是高年級男生找低年

級女生，我們學校有些高年級女生

會找低年級男生，就交男女朋友，

他們不會因為年齡的關係，他們看

到好就去，他們會主動……原住民

吃東西是共食的嘛，像阿公阿嬤在

家，看床有睡其他小朋友，不會怎

樣……管教方面，你去聯絡家長，

家長也覺得沒有問題啊……。

天豪主任點出一個值得我們

思索的重點：原／漢之間對性／別

關係看法及做法上的差異。「貞

節」是漢人的概念，大約從漢代開

始倡貞節，唐代《女論語》由於言

語淺顯，影響後世更大，明清對貞

節更是極力獎勵。幾千年來的貞

節觀念不可能因幾十年的婦女運

動就消失；原住民族性／別關係也

不會因漢化而完全趨於一致。當不

同的性／別觀點相遇，放在老師對

學生權力關係的天枰下來看，漢人

教師是否在不知不覺中強加自以為

「對」的概念在原住民學生身上？

性侵比例高？性侵比例高？

隨著漢人教師對原住民族性關

係隨便、男女之間界線不清的看法

而來的是較高的性侵比例，許多我

所訪談的漢人老師認為原住民因為

男女之間界線薄弱，使得性侵案件

比漢人多。守仁的觀察：

我是覺得他們的女生對男生比

較沒有預防，真的會出現什麼性侵

害啦、什麼那個，也都是原住民居

多。我們這麼久了，發生的事情，大

部分都是原住民……她們也不覺得這

個叫性侵害。原住民的種族本來就對

這個，第一個，他們早熟，其實原住

民的種族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很早

熟，他們差不多十二歲就很成熟，我

們的到十四、五歲；他們早成熟、早

老化，和我們不一樣，所以，他們這

一方面就會比較隨便……我們還有發

現男生被女生誘拐的，叫家長來，家

長也是笑一笑，他們也沒有說要提出

告訴，都沒有。(守仁，50多歲，漢

人，男，遠山國中訓導主任)

倘若守仁及我訪談的漢人老師

對原住民的觀察為真，恐怕我們應

該進一步檢視漢人思維出發的性侵

害或性別教育相關法令規定，對不

同族群的適用性與友善程度。舉例

來說，《刑法》規定16歲以下的準

假如教師沒有能夠去理解族群與性別之間的交織關
係，可能導致她／他們過度簡化地理解學校日常生
活所發生的事情，因而對教育均等及卓越產生不適
當性的做法。（圖文／李淑菁）

天主教或基督教會在部落中長久深遠的影響，尤其
是性別關係層面，值得進一步研究思索。圖為作者
參加新竹尖石鄉水田教會（泰雅族）報佳音活動時
所攝。（圖文／李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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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罪以及相關的各種規定，似乎

沒有考慮到原住民文化中的性／別

關係，我們是否應從族群文化差異

的觀點，重新審視「性侵害」的定

義及其處遇方式？16歲對原住民族

是否大了些？原住民認為的性侵害

又是什麼情況？「國家」以公權力

介入的同時，是否考慮族群之間的

性／別文化差異？ 

同性戀傾向？同性戀傾向？

莉卿是遠山國中輔導主任，她

認為原住民學生更容易有同性戀傾

向，尤其是遭受過性侵的學生。她

解釋：

這幾年，我們在輔導室比較常碰

到的是，原住民是一個很明顯的，可能

是因為他們聚集的時間很長，常常都是

一大群在一起……後來發現：被性侵的

孩子很容易同性戀……可能是對男生有

害怕、恐懼，但是跟女生在一起，她很

安全，她很容易放鬆自己……（莉卿，

漢人，輔導主任，40歲）

研究過程的限制，我無法論

定莉卿主任的觀察是否正確，不過

上述的論述連結值得進一步思考。

多元文化教育應是最直接可切入的

角度。我在該縣做田野時，無意間

讀到一篇文章〈隨時準備當學生〉

（道特．華克著，收錄於愛絲特Ö

萊特（Esther Wright）編《化雨春

風》（Why I teach），可以讓我們

從不同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數學

課時，一位老師要求班上學生（原

住民）將積木分類，但學生們的分

法，使老師對學生開口大罵。

作者是北昆士蘭的教育顧問，

他決定試試別的方法。他先叫孩子

們到外面蒐集會生長的東西，不久

後，學生帶回了樹葉、草和花朵。

這顧問先把樹葉、草和花朵分成三

堆給學生看，學生舉手說：「沒有

理由這樣分類！」於是他請學生自

己來分，學生立刻將它們分成三

堆，這三堆對這顧問而言實在不存

在任何邏輯上的關聯。他問學生：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分類？」

學生說：「第一堆的味道最濃，第

二堆只散發少許味道，第三堆卻一

點味道都沒有。」

這個例子也說明文化間的差

異，可能與學生的理解方式與作法

有關。當漢人把自以為對的教育內

容或教學歷程，不假思索地放到原

住民學生身上，就像穿上不合適的

衣服，怎麼穿都不自在，最後他們

的文化反而成了漢人口中的「問

題」！就像漢人老師對原住民性別

觀的看法一樣。對於原住民性／別

關係「亂」，漢人教師的處遇是

「性別教育」，用漢人教師詮釋下

的性別教育來教育原住民學生如何

處理性／別關係，因而綠屋國中以

「貞節教育」為學校性別教育推動

重點。

「如果老師無法教導學生，

那就由學生來教老師吧！」我在田

野筆記中記載。對／錯之間或許不

是絕對的，而是背後的知識／權力

拉扯。某些人、某些族群、某些性

別、亦或某些階級決定何者為是／

何者為非、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在說

「錯」之前，是不是先讓學生解釋

為何他／她們如此做的原因？國內

談論「多元文化教育」往往只單面

向的談族群或性別，或許我們該讓

不同面向交錯，好好思考下一個可

能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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