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期《社子島》中，信宇說到《社子島》名字的由來及 

對往後《社子島》的期許。《社子島》第一期順利出刊後，

我便被系刊的合作夥伴們選為總編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更好的《社子島》。

上期系刊文字編輯結束後沒多久便是同遊，接著是換柱錄音

檔曝光，這幾個禮拜更有了長髮男警免職事件，加上明年 

三對正副總統候選人中皆有一位女性的存在，而本人也長期

追蹤著好萊塢的女權運動進展，以及讀女人迷 (Womany) 的

文章。身為一位女性又是位非異性戀者，對於性別議題總是

比較在乎，從信宇那接任總編時，便想要將這一期系刊主題

訂為性別，訪問雅各老師及韻如老師，報導美國好萊塢的 

女權運動，探究長髮男警免職一事。

這是《社子島》第一次以同一主題貫徹整個系刊內容，主題

為性別因此副標被我訂為《Gender and the Island》，仿造

《Sex and the City》( 慾望城市 ) 的名稱，讓《社子島》充

斥著性別議題。

若有任何稱讚、批評、建議，都歡迎大家透過回饋單或系學

會的粉專反應。

最後要感謝系刊夥伴們包容我的任性，完成這一期的系刊。

20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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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奧斯卡以《年少時代》勇奪最佳女配角的

派翠西亞艾奎特 (Patricia Arquette) 的得獎感言

獲得全場女星一致叫好。「致所有替這個國家

生育的女性，所有納稅人與公民，我們已經為

他人奮力爭取過了平權。現在該是美國女性從

此擁有平等薪資、與平等權利的時候了。」此

話一出，振動了整個好萊塢的女權意識。

好萊塢男女薪資不平等
在奧斯卡後，金獎影后莎莉賽隆 (Charlize 

Theron) 在得知共同演出《瞞天大佈局》的艾美

亞當斯 (Amy Adams) 與珍妮佛勞倫斯 (Jennifer 

Lawrence) 的 片 酬 都 低 於 男 星 克 里 斯 汀 貝

爾 (Christian Bale) 及 布 萊 德 利 古 柏 (Bradley 

Cooper)，讓她強烈意識到這當中的男女不平

等，因此要求在拍攝《公主與狩獵者》續集時，

其片酬與同台演出的男演員克里斯漢斯沃 (Chris 

Hemsworth) 一致。

以 2003 年的《女魔頭》奪得奧斯卡最佳女

主角的莎莉賽隆，在《公主與狩獵者》中與近

年演出《雷神索爾》的克里斯漢斯沃共同演出。

論年資，賽隆的電影生涯是從 1995 年開始，漢

斯沃是從 2009 年開始；論成就，賽隆得過一次

奧斯卡獎及一次金球獎，多次入圍其他各大獎

項，而漢斯沃得過一次青少年票選獎、一次人

民票選獎及一次 MTV 電影獎，多次入圍這些

獎項。年資及成就都是賽隆高於漢斯沃，但在

演出同齣電影時，賽隆的薪資卻遠低於漢斯沃

的薪資。

賽隆要求薪資一致的行動在世界各地傳

開，好萊塢的女星一致支持各個女演員都效法

賽隆，以改變好萊塢界的男女薪資不平等的惡

習；不少民眾也贊成賽隆的作法，也很意外「奧

斯卡影后片酬比不過索爾」，但也不少人認為

賽隆是假借性別平等之名行賺錢之實。但賽隆

在意的並不是那個金額，而是男女薪資不平等

一事，他也呼籲所有女性應在薪資方面堅定自

性別運動橫掃好萊塢
Patricia Arquette

HO L L YWOOD



然而飽受批評的《007》電影在今年的《惡

魔四伏》中的其中一名龐德女郎－莫妮卡貝露

琪 (Monica Bellucci) 卻是以 51 歲「高齡」搭檔

47 歲的 007 丹尼爾克雷格 (Daniel Craig)，這樣

的決定引起電影界一片震驚，同時貝露琪也讓

眾人明白成熟女人的性感與魅力所在。

女星走紅毯
國際各大獎項都有穿著正式服裝的規定「男

人穿著西裝，女人穿著晚禮服」，但今年坎城

卻爆發出「高跟鞋潛規則」事件。多位女星表

示穿著平底鞋的女人會被坎城的工作人員刁難

而無法進入會場，《AMY》的導演亞斯夫卡帕

迪亞 (Asif Kapadia) 也表示自己的太太也曾因

穿著平底鞋而禁止觀影。坎城不顧每個女人的

身體狀況而一律要求所有女人穿著高跟鞋，這

樣的要求讓參加坎城影展的艾蜜莉布朗 (Emily 

Blunt) 感到遺憾，正當他覺得現在女權正抬頭，

坎城居然限制女人的身體自主權。事後坎城主

辦單位道歉並開放穿著平底鞋。

在坎城影展高跟鞋事件爆發前，金獎影后

凱特布蘭琪 (Cate Blanchett) 便在紅毯上訓了問

他服裝品牌的記者，在他被問到介紹自己的衣

著時，他回答：「你會問男演員一樣的問題嗎？

這就只是一件禮服。」然後瀟灑地離去。紅毯

文化上可以看出，在訪問男星時，媒體的重點

在男演員的事業上，但是在訪問女星時，媒體

的重點都會擺在女星的裝扮上，比起事業，女

星的身體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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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立場，不要讓資方認為女性理當被剝削。

好萊塢老少配文化
今 年 暑 假，37 歲 瑪 姬 葛 倫 霍 (Maggie 

Gyllenhaal) 在試鏡時被製片說他「年紀太大」

而無法 55 歲的男演員演出情侶。這件事一傳開，

便受到好萊塢女星全面撻伐。好萊塢電影老少

配已為常態，40、50 歲的男星，搭檔的女演員

都在 20、30 歲上下 。對於此事英國女星海倫米

蘭 (Helen Mirren) 更是強烈的指責，「真的是

他媽的有夠扯！真的是很荒謬，我們看著龐德

（007）越來越老，但他的女朋友卻越來越年輕，

這真的很惱人！」潔西卡蘭芝 (Jessica Lange)

也表達，在好萊塢的幻想中，男星隨著年紀增

長越迷人也更有魅力，但女星卻是老化而不再

性感美麗。

而年輕世代的安海瑟威 (Anne Hathaway)

也經歷一樣的事件。在得到奧斯卡後，安海瑟

威好一陣子沒有主演電影，直到《星際效應》。

他在《高年級實習生》的一次專訪中表示，32

歲的他在各個試鏡中經常比不過 20 多歲的女

星。
Anne Hathaway



5

簡郁珊

全球風雲錄

Rebel Wilson

棉花糖女孩抬頭
從 Adele 的《21》大賣後，從音樂界中開始有

一批棉花糖女孩崛起，也就是一批身材不在追

隨所謂的「美麗、苗條、性感」的樣子，好萊

塢也有了瑞貝爾威爾森 (Rebel Wilson) 及瑪莉莎

麥卡錫 (Melissa McCarthy) 的出現。

瑞貝爾威爾森因演出《歌喉讚》中直言不

諱、古怪行徑的胖艾咪而聲名大噪，他認為女

生不應以模特兒界的身材為目標，以自己為榜

樣，要女生有自信地做自己，不論是什麼身材

都該引以為傲。在過去，他認為大尺碼的衣服

都不好看，大尺寸的女生變相地被時尚界歧視，

但是因近年來越來越多棉花糖女生在演藝界發

光發熱，大尺碼的衣服因而受到重視，後來有

了些名牌服飾開始設計大尺寸的服裝，讓棉花

糖女生更可以有自信的打扮自己。

瑪莉莎麥卡錫因演出《伴娘我最大》一配

角，入圍奧斯卡、英國影藝學院獎、廣播影評

人協會及演員工會獎的最佳女配角，這一年是

他在進入電影界的第 13 年，讓他終於躍升成為

可在星光大道留名一線演員。但是媒體卻緊咬

著麥卡錫的長相及身材不放，在一次關於《譚

美》的訪問中，一位影評人不斷的批評著麥卡

錫在電影中的扮相，認為人醜不能出現在電影

裡，經過一翻爭論後，影評人依舊堅持己見，

直到麥卡錫要他想想自己的女兒若受到一樣的

對待，影評人會怎麼看，他才恍然大悟。「請

記得，每次你寫了些東西，這國家就會有些年

輕女生讀到，而且又被削弱了一點力量。我認

為我們因為這些膚淺的理由撕裂了這個國家的

女性，而女人是很棒且堅強的。」

麥卡錫在今年也創立了自己的大尺寸衣服

品牌，改變棉花糖女孩們購衣時所受到另類對

待。在美國，大尺碼衣服總是在百貨公司最上

層最隱密的地方，彷彿買大尺碼衣服是件丟臉

的事情，藉由創造大尺碼的時尚品牌去改變美

國棉花糖女生所受到個購衣歧視。

這幾年，好萊塢勇奪奧斯卡獎的電影都是

社會議題相關的電影，訴說著電影可以教育、

改變、感動人心，但是製作這些電影的人們卻

依舊有著濃厚的性別歧視，深受其害的好萊塢

女星正一同一點一滴地打破所有性別不平等的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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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大人物

「社會學相關課程使得我回憶、思考到自身的

跨國生命經驗。」

韻如老師表示由於在小學時搬家到阿根廷，

發現了很多不同的現象，像是在阿

根廷女兒繼承滿常見的，女性很年

輕就有小孩…，不同文化圈的女

性，被要求的有所不同，這些是韻

如老師感受到的文化差異。

在大學後到德國念書，遇到了

很重要的老師，是做性別研究的，

在性別、女性主義課程中得到了一些對於成長

過程中自身生命經驗的回應，因此就投身性別

這個領域了；從碩、博士論文開始，一直到現在，

老師做過許多性別相關研究，像是拉丁美洲的

婦女運動的跨國網絡，或是居家托育、男性保

母，還有在陳抗現場，社運參與者運用性別與

身體來進行操作等等，這些都是韻如老師研究

過的。

「個人經驗、念社會學還有交友是造成我對性

別研究非常有興趣的原因。」

雅各老師表示對性別有興趣第一個最根本

的因素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從小

父母離異，由於父親非常辛苦又沒

有別人幫忙分擔家務，因此雅各老

師和他的姊姊受到暴力對待，這點

讓他能夠去同理在人生階段碰到的

弱勢族群他們在社會裡的處境跟地

位。而全面的參與家務分工，讓雅

各老師對女人的處境特別有感受。第二個原因

則是念了社會學，雅各老師表示在社會學裡面

有很多方面跟弱勢族群有關，社會學最關注的

有三大類：性別跟性取向、種族跟族群、階級

跟階層，至於性別還有性取向少數是讓他感觸

最深的，因為所學到的知識可以解釋小時候遭

受的特別經驗，並且讓雅各老師的生活是可以

用學理來解釋，所以就更加強化了他對性別這

個領域追求的決心。第三個原因是雅各老師有

非常多的朋友是在從事婦運和性別研究，彼此

相濡以沫，就在性別的領域深耕直到現在 ˚

Sex    X     Gender

          性別議題專訪 - 陳韻如 老師 X 王雅各 老師    

Q: 為何會特別對性別這
個領域有興趣，有什麼
樣的原因或契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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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輕的一輩裡面，女性主義不是那麼重要

了，也沒辦法有更廣的受眾。」

韻如老師對於現在較主流的議題都有在關

注，像是多元成家、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等等；

這些議題有媒體關注度，其爭議性比較大，也

因此保守力量的反彈會更大，倡議

者為了守住既有的運動成果，會投

入很多心力，也可能因此消耗了其

他議題的動能，這點是需要注意的。

韻如老師自己長期一直都比較

關注的是，在年輕的一輩裡面，女

性主義不是那麼重要了，也就是說，

大家現在一直在談性別議題，用性

別這樣比較中性的詞彙，但是卻不談女性主義

了，但是女性所遭遇到的問題其實並沒有完全

改善，她覺得這個是需要注意的；其他還有像

親善團的形成原因與參與動機等等。

「如果你的性別的眼被打開了，性

別的問題就無所不在。」

雅各老師對性別的關注是非常全面的，所

以並不會特別注意到哪個領域，他認為自己的

時間和精力有限，因此自己出力最多，每天都

在努力的是在工作岡位上去宣揚女性主義的理

念和追求性別的平等。講到最近的時事，雅各

老師說巴黎峰會和恐怖攻擊其實都跟性別有關，

例如媒體上一面倒認為巴黎峰會的簽署是歐巴

馬的功勞，但這個成果其實是很多人，包括很

多女人在努力的目標。另外一方面就恐怖攻擊

來說，媒體把這些女性自殺炸彈客強烈污名化

的時候，完全忽視了像博科聖地、ISIS 抓了很

多像跟他們不同宗教信仰的女人作為他們的性

奴隸，雅各老師指出媒體選擇性探討女性角色

的時候，報導的方式太單一也十分薄弱，把女

性的多重角色、多重面向的表現通通都忽略掉。

Q: 老師最近有在關注
哪些性別議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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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台灣出現女總統，而是

台灣“可以”出現女總統了。」

韻如老師認為這是一個趨勢，

世界各國也漸漸出現女性領導人，

這個不能說對社會沒有影響，這個影響不是因

為台灣出現了女總統，而是台灣社會已經發展

到這個階段，並不是突發的事件，而是長久的

發展，可以出現一個女總統了，也就是讓大家

看到我們的社會可以有女總統。

至於對台灣有什麼影響，這個女總統可以

為性別平等帶來什麼改變嗎？韻如老師覺得只

能說生理女性帶給社會的影響可能比生理男性

更有感受而已，要說真的能對性別平等有什麼

幫助，還要再繼續觀察，但要說的話就只是值

得高興，但沒有那麼特別，還要看實際的作為

與政策。

「我認為女人在當家做最高的位置，其實有符

號上跟實質上的意義。」

台灣一直以來的政治就是男人當家，雅各

老師希望女人能夠多從政，最主要的原因是可

以從很多角度來看女性和政治的關係，首先，

女性從政數量少就沒辦法改變現狀，再來是女

人沒有辦法掌握那些權力的話，不管說什麼，

男人都可以不理他。女人做最高的位置不是一

蹴可幾，必須慢慢地循序漸進。雅各老師認為

這次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都有女性，表示政

治體制終於看到女人的存在，不管

找女性作為搭檔的原因是基於進步

的潮流或是掩人耳目，這點讓雅各

老師非常的開心，更不用說有一組

候選人是女人當家。

Q: 請問老師，現在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都有女性
這件事，對社會有什麼
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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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都處在不平等的狀態，女性主義者需要做

的是改變這個社會。」

在多數國家，主流看法會將女性主義者視

為負面的標籤，可能代表的是討厭男性、製造紛

爭、女同性戀者…；韻如老師認為要怎麼解釋這

種情形要看對象，有些人的想法可能已經很固定

了，但是對於想知道女性主義是什麼的人，她會

強調男女都處在不平等的狀態，這

個原因是來自社會，女性主義者需

要做的是改變這個父權體制社會，

讓性別可以更平等，當然也包含了

性取向、性別認同，所有跟性別不

平等有關的議題都是女性主義者關

注的。

至於韻如老師自己對於女性主

義的認知，她認為是會隨著議題的

不同，而有不同立場的，韻如老師

也認為太過直接的分派別是不太好

的，但是身為社會學家，還是會對

社會主義式、社群主義式的女性主義有所響往，

會認為階級是造成性別不平等的原因，因此需要

解決階級問題，也才能解決性別問題。

「當女性被解放的時候，男性也被

解放了。」

性別歧視是用不公正的方法

對待女性，女性主義的要求是讓女

性被公平合理的對待，女性被像男

人一樣對待，有自我實現的機會，

這是女性主義的訊息。

因為性別歧視的體制不但壓

迫女性也壓迫了男性，表面上男性

從性別歧視的體制得到很多利益，

但是男性也付出很大的代價，如果

女人得到平等的待遇，男性的迫害也被解除，

男性其實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得到比女性更大

的利益，所有腦袋清楚的男人都應該張開雙手

擁抱女性主義理想，跟著女人一起去努力。雅

各老師把自己定位為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所以

她相信的是激進的女性主義，激進的女性主義

是相較於其他方面，性別是最重要的。

Q: 請問老師，有許多
人會把女性主義認為
是針對男性、仇視男
性，老師會如何解釋
這種情形？ 

 還 有 我 們 知 道 女 性
主義有許多流派，老
師自己對於女性主義
主要的認知又是什麼
呢？



在 大 會 結 束

後， 大 部 分 的 系

友們都選擇留下來

繼續用餐與老同學

敘舊，並且參加這

次獎項豐富的摸彩

活動。這個摸彩活

動更是獲得人人好

評，尤其是相當受

到年輕的學生們歡

迎。在當天活動結

束後，可以說是大          

10

王瑋柔

島中仙人

現在任職於桂冠食品公司的江佩玟學姊，其實現

在的這份市場研究工作，並不是他畢業後的第一

份工作。在三年前，政大社會所剛畢業的她，一

開始選擇進入了中研院，繼續做與學術相關的研

究工作。這份工作對於學姊或一般上班族來說，

今年的會員大會有別於以往都將

日期定於十二月中旬召開，這次

系友會特別一開先例決定與學校

校慶一起舉行，並且第一次將地

點選擇在三峽校區來進行。

這 麼 做 的 原 因 則 是 為 了 讓

過去在臺北校區畢業的系友們，

都能夠來一同參與三峽校區的歷

史新頁。這次的活動，相較於以

往氣氛也更加熱絡，參與人數相

當踴躍，據學校資訊指出，社會

學系在這次校慶各系系友回娘家

中，人數可說是數一數二的多呢！

而當天，由於會員大會與系友回娘家的活動

一起舉辦的緣故，使得剛畢業充滿熱血、活力的

社會新鮮人們，與來自不同領域都已有一番成就

的優秀學長姐們都能一起來參加。現場充滿著熱

鬧翻騰的青春學生朝氣，讓畢業許久的系友們再

度感受到學生的熱情後，都感到相當開心且興奮，

而年輕的學弟妹們也很高興能從學長姐們的經驗

分享中，獲取相當多職場與人生養分，以及對於

未來方向的指引和叮嚀。這次也很榮幸邀請到了

陳寬政學長、李萍學長以及李臨鳳學長，能夠回

來親自授頒這份身為社會學系傑出系友的榮耀。

而在學長們的得獎感言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

自工作都有著一番執著的熱情與努力，因此才能

讓他們得到今日不凡的成就。當然，他們也分享

了不少在學時的趣事，以及對於學弟妹們的鼓勵。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哪一個領域努力耕耘著的系

友，他們對於系上都擁有著一份共同的情誼，並

且相當願意為系上付出。

104年

系友會

會員大會

99

家都帶著獎品，以

及好心情滿載而歸

呢！

畢
業/

江
珮
玫
學
姊

簡郁珊

全球風雲錄



過社會學系多年縝密

的研究法訓練後，現

在的他對於市場研究

調查工作可以說是較

為得心應手的！而他

現在的工作，則是比

較傾向整個專案調查

的研究與執行，例如：

某 些 產 業 的 市 場 調

查，或是政府委託的

滿意度調查等等。學

長也表示，其實之前在系上所學的統計軟體，到

市調方面的領域是一項相當實用，也有競爭力能

力呢！所以，大家千萬別小看了 SPSS 的重要性

啊！而且，學長也表示，如果對於社會學的研究

方法以及統計軟體有意精深的學弟妹們，那社會

學研究所對於這方面，確實會有更佳扎實的訓練

以及學習。就像學長現在就認為，碩士班相較於

學士班所學，對於他現在的工作有相當大的幫助。

和學長的訪談中，也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故

事。就像是，在工作中學長偶爾會接觸一些較冷

僻，一般也不常見的產業，例如：門鎖。這是一

個大家每天都會接觸的物品，但大家卻很難想像

這項產品在台灣的工業中，其實技術精深，也品

質有很多大廠都已站上國際，早已是世界級的品

質與地位呢！

而在工作中，學長表示他在過程中得到了很

大的成就感，在完成一項產業的市場研究、或是

某些滿意度調查後，覺得這項工作是相當有意義

的，也期許自己在未來能夠在這個領域繼續提申

自己的能力，往這方面繼續發展。

其實是相對輕鬆與平穩的，它的上下班的時間固

定，且福利制度也還不賴，就和一般的公務員類

似。但是，這份工作雖然安定，其實也就表示著

並沒有太大的挑戰性，因此學姊表示：「她更希

望自己可以趁還年輕的時候，做一些對自己有挑

戰的工作。」所以，一年多前她就毅然決然得辭

去了中研院的工作，決定進入私人企業工作，也

就是現在任職的桂冠食品公司。

其實，在桂冠公司的市場調查工作，就像是

把大學時研究法課程真真實實的搬進了工作裡。

從一個新產品開發後，就會由學姊所負責的市場

研究小組開始進行一般消費者對於新產品的看法

調查。做市場調查的方式有很多種，例如：舉辦

一些新品試吃的座談會，對大家說明新產品的介

紹，並讓大家提出對新品的想法。另外，也會將

新品帶到超市提供消費者試吃，透過與消費者第

一手的接觸與問卷調查，得到市場對於新品的意

見回饋。

學姊表示，在社會學系所受到的一連串完整

的研究調查訓練，是相當扎實且實用的。尤其是

在市場調查這方面，從一開始的產品問題設定，

接著需要去找相關背景的產品案例，到接下來的

問卷與市場訪談，到最後的市場調查結果，都是

與之前在大學時所受到研究法訓練息息相關。因

此學姊也非常感謝之前在社會學系所受到的訓練，

讓他能在工作上有更完整發揮的地方。

畢業 / 邱宇翔學長

學長在 102 年從本系的碩士班畢業後，現在正在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而也因為經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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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中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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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尚儒

島嶼蹤跡

全員逃走中－侏儸紀世界

遙想當年，我初次參加逃走中，在校園中揮灑

著汗水，一心一意只想追逐勝利，雖然鎩羽而

歸，但這個活動也深刻烙印於腦海中，看似鬼

抓人的遊戲，添上了新奇的主題，加上了不同

的規則，讓遊戲的參與更加身歷其境，使活動

的過程越顯冒險刺激。

本次活動以今年的電影《侏儸紀世界》作

為背景故事，也因此恐龍的角色在遊戲中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而電影中，男主角馴服了迅猛

龍，並帶領牠們追捕逃走的帝王暴龍，然而迅

猛龍後來卻選擇幫助帝王暴龍，轉而攻擊人類，

這個電影橋段給了我莫大的靈感，於是遊戲中

的恐龍才會有轉換隊伍的特殊功能，能夠使越

多恐龍成為自己隊伍的一員，勝算也就越大。

以往的逃走中，都是把紙張貼在人身上來

進行遊戲，然而這次使用塑膠袋來取代紙張，

塑膠袋本身材質不易撕破，能夠解決在互相撕

扯的過程中，會有碎屑散落在地上的問題，使

得環境不會髒亂不堪，另外，在活動結束後，

還可以拿回家當作垃圾袋使用，減少了許多不

必要的浪費。

活動結束後，聽到了些許的讚美與肯定，

實在備感榮幸，而在逃走中的遊戲設計裡，會

有獨特規則讓運動細胞不好的隊員，也能成為

勝負關鍵，因為，不管任何活動，都不會是為

了特定群體所舉辦，而是能讓所有人都可以樂

在其中、享受歡笑，不需要豪華的會場與高檔

的設施，不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及金錢，只需

要人與人間的互動，就能使活動的過程更為精

彩，這才是我們舉辦活動最可貴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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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雁婷

記得剛開始籌辦歲末某一個晚上，我連絡了十二

個系所，北大校內幾乎能聯絡的系我都去問過

了，但很多系早就已經先聯合講定，我還連絡四

個校外的系，輔大經濟、輔大體育、東吳經濟、

台科大電機，把我所有人力資源都用上了。結

果，每個系都委婉或是直接的拒絕跟我們合辦。

我當下第一個反應是，早知道就不接總召了，為

什麼要找個合辦的系這麼難呢。後來，跟幾個學

長姐談過，發現好像大家對於跟外系合辦的夜店

趴似乎有點膩了，沒有什麼新意，所以經過一些

討論，我覺得改個性質，自己系單獨辦也沒什麼

不好，那就試試看吧！說不定會有更不一樣的感

覺。籌辦的過程當中，場地的問題是最奔波的，

我幾乎搜過了所有台北的酒吧。跑了東區三次，

場勘近十家的酒吧，才找到最適合的，原先還因

為價錢太貴差點作罷。籌辦的過程中，真的很感

謝為了這場歲末被我徵召來幫忙的所有人，從剛

開始的安排活動、遊戲內容、表演、器材設備等

等都一起開會討論，對我給予的任務工作都盡力

完成，然後一點一滴的讓這個活動慢慢成形。雖

然過程中有許多波折，像是拉贊的問題、訂定票

價、參與人數超出預期等等，但我們都希望是以

最合乎大家期望的方式處理，希望能讓所有人都

開心的來參加。

當天活動一開始，我其實很不開心，場面

太混亂了，因為人數比預估超出太多了，場地幾

乎擠爆，我很緊張，害怕活動會變得一團糟。好

險，可能因為酒喝多了吧，遊戲越玩越嗨，氣氛

變得很熱，每個表演也都順利完成。活動結束

後，聽到幾個大四的學長姐說，他們覺得這次歲

末是他們大學四年中最好玩的，當下我真的覺得

很感動，好像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我知道這次

的活動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很多細節沒有注意

到，但衷心的感謝願意來參加這次歲末的所有

人，謝謝大家包容活動的所有缺點，謝謝一起付

出心力的系學會好夥伴們。 

        Act!on
2015 北大社學歲末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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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銘

鬼島議堂

警察這個職業任何性別的人應該都可以從事，

我想是能適用此法的。

其次，來看看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

務重點要求事項 ( 俗稱警察內規 ) 這個「行政命

令」，當中第一項規定，頭髮不染色，經常修

剪梳理，保持整潔。男警不燙髮，不留鬢毛，

髮長前不覆額，兩側及後頸自髮根斜上剪薄，

其斜長不少於一公分。女警不編辮，穿著制服

時髮長不過肩，過肩時應梳髻，並採用黑色髮

飾 � �。沒看錯，就是男女有別。

同樣工作，對於不同性別有不同規定、待

遇、評價與處置，在我的理解裡，就是性別歧

視。客觀上來說，就是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而法律位階上的高低誰應該遵守誰，我就

不再贅述了。重點不是警察不遵守規定就該被

革職，而是這個規定根本不應該存在。

201512/16 內政部長陳威仁表示，他尊重保

二考績委員會的審議結果，同時認為依照保訓

會受理申訴結果，並非性別平等問題。這整件

事，也引發了許多人的討論。我總有一種感覺，

警察這個職業似乎真的在許多人心中是特殊職

業，警察不同於一班上班族，擔綱這個角色就

長髮、短髮非關性別 ? 

14

陳柏銘

鬼島議堂

保二總隊員警葉繼元因蓄長髮而違反髮禁，被

記滿 18 支申誡，遭保二總隊決議免職。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性別工作平等法以

及我    對於該「法律」的理解。在其第二章第

七條當中提到，雇主對求職者或受雇者之招募、

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

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

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在我的理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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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跳出社會規範，必須堅定遵守警察內紀律，

你不遵守遊戲規則，那你就別玩扮演警察這個遊

戲了。又沒有人強迫你一定要當警察。而這個許

多人心中的特殊職業，似乎陽剛味又是如此的重，

生理的男警察就必須短髮，留長髮的男警察太陰

柔，會破壞男性專屬的陽剛，甚至會破壞男性職

業的形象。

以此看來，內政部長陳威仁的一句非關性別

平等，似乎，也滿符合想像中的社會觀感的。

文末，我想到了另一個例子，那就是有關男

兵、女兵。在目前的規定上，似乎也是對於不同

性別有著有不同的規範的。但我也很難確定，是

不是『當兵』這件事，符合著性別工作平等法裡

的但書：「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

限」；又或者，只是再次證明了台灣在軍警界落

後的性別觀念呢？

婉琪老師跟師丈是國小小一小二的同班同學，但

是後來都沒有聯絡，直到上了大學變成同校同

學，婉琪老師還笑說當時師丈還跑到她面前，對

他說「啊！我是你的青梅竹馬啊！」不過在大學

時期他們兩個人也還只是朋友而已，是直到畢業

後才成為情侶，而婉琪老師在 26 歲那一年結婚，

在教授圈中，算是早婚的。在婉琪老師結婚沒多

久，當時身邊的人都還很多未婚，就有許多朋友

都說要回家翻自己的小學畢業紀念冊。

師丈是台大經濟的教授，在三一八的時候與婉琪

老師一起到現場「探班」。

還好奇老師與師丈的小故事嗎？婉琪老師說在家

庭社會學會講到許多與師丈的故事。

Bonus Time

婉琪老師小故事

謝謝您閱讀社子島，有更進一步想了解的議題

或需要改善的地方，請務必填寫回饋讓我們知

道 ˚

回饋單往這裡：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mSae8o

dewVffpSWpInK5mvauKNnoWENw1I64nwjm

FU/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