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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16 年 11 月 23 日至 28 日，筆者在中華奧會的計畫下與我國

現代五項協會的秘書長以及一位奧會支援人員赴德國法蘭克福參加現代五

項國際年會，負責監督奧會模式的執行，以及適時地翻譯會議內容轉達給秘

書長。在近三天的會議中，藉著與他國會議代表的互動，以及默默地觀察，

有了很不一樣的體驗，也因此產生許多想法。回國後，藉由文獻的輔助，更

深入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同時以一些理論來解釋這些狀況，並反思該

如何進步。本文針對一些在會議中的觀察進行探討，再部分衍伸至整體體育

圈的發展以及奧運現象，並試著藉由社會學的角度一探究竟。 

 

二、  女性運動參與 

    在會議中，不論是哪個部門的報告，都提及要努力讓更多女性參與現代

五項運動。即使開放女性參加比賽已行之有年，但仍然無法改變男性的主導

地位。除此之外，列席台上的各部門報告人，將近二十位中，卻只有一位是

女性，可以看出性別比例懸殊。而各國的會議代表也幾乎都是男性，在九十

多個國家，一百多人的國家代表中，女性不到二十位，大多仍是男性出席。

由此可以看出，兩性在現代五項運動的參與中，數量依然是極不平均的；這

個現象不僅在現代五項中出現，許多運動都有類似的狀況。 

    1978 年，UNESCO 在會議中誕生了《體育運動國際憲章》，申明了「參加

體育運動是所有人的一項基本權利」；理所當然地，女性也包含其中。過去的

刻板印象認為，女性就該溫柔婉約，靜靜地坐著就好，沒有必要像男性一樣

身手矯健、四肢靈活，擁有很好的運動細胞。所幸，這樣的錯誤觀念隨著人

類思想越來越進步，已經不再被多數人接受。然而，即使越來越多女性投入

運動，也有更多女性立志成為優秀的運動員，但她們面對的困難卻仍較男性

多許多，也遭受很多不一樣的眼光。 

    對男性觀眾和運動員本身，體育活動是證明他們較女性在生理、經濟、

象徵上具主導地位的很好方式，並且強調他們是絕對異性戀的。相反地，當

媒體面對女性運動員時，卻有很大的困難去描述他們，因為這些女性運動員

打破了傳統既定印象的女性特質，讓人無所適從（Deborah Stevenson，2002）。

當女性運動員有出色的表現時，媒體所說的除了她的成績亮眼以外，也會出

現類似「巾幗不讓鬚眉」的描述，這樣是否意味女性天生就相較男性在運動

上不傑出呢？或許基於生理構造，平均而言，男性在運動方面佔有優勢，但

並不代表可以一概而論，過度強調女性特別突出的表現，就成了一種刻板印

象，彷彿這僅是一個特例。 

    體育活動對女性而言，除了是強健體魄以外，更具有社會意義。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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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女性運動參與，象徵著對平等、身體自主、自我定義的訴求，同時，也

代表著對原本父權主義的挑戰（Michael A. Messner，1988）。藉由運動，女性

可以開發另一個興趣，也不再被父權主義框架住，被認為只能是個文靜的淑

女；她們也可以透過運動，打破這種觀念，做自己身體的主人，重新定義自

我。 

    然而，Brownmiller 也提到，現代的女性運動員也使自己處在困境中，不

斷掙扎著兩性生理上的差異是否真的不會讓她們表現不好，以及女性特質的

保留。並且，她們開始對自己的形象感到矛盾：真的能夠強壯、有幹勁、具

競爭力，但也同時被認為具有女性特質的嗎？這樣的感受多半受到社會通念

的影響，仍然難以擺脫對於女性應有形象的認定。基於人是社會的動物，這

些女性運動員除了希望在競技場上有優秀的表現外，同時也期待自己能像其

他同性一樣的被社會接納，所以她們比別人更加辛苦，除了要有像刻版男性

一樣的體育表現，以爭取榮耀，更必須在場外有女性特質，才會感受自己也

是一份子。Woodward 在 1985 年對美國 1682 位女性運動員進行民調，發現其

中有 57％認為社會仍然逼著她們選擇當一位運動員或是一位女性；意味著傳

統觀念的女性特質和積極、強壯、活耀的女性仍存在著緊張關係。這項研究

已經是十幾年前了，或許無法完全印證現在的社會氛圍，但仍然可以看出在

當時成為一位女性運動員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 

    這些現象以及女性運動員的內心掙扎，都告訴我們刻板印象的錯誤以及

不公平。沒有哪一個性別在體育上的表現就一定比較優秀，任何人都有機會

是打破紀錄的那一位。因此，不應該因為刻板印象就壓縮了別人的發展，應

該給大家都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運動，或是任何以往被視為只有單一性別可以

參加的，這樣才能發揮無限潛能，沒有所謂不可能！ 

 

三、 體育與政治鴻溝 

    體育的交流常常被視為是打破政治僵局的好辦法，就如同當年鄧小平的

乒乓球外交一般。在這次的會議中，也使我明白體育的神奇之處。 

    近幾年，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了克里米亞的領土問題有著極大的紛爭，甚

至還影響到天然氣對歐洲國家的輸送。有鑑於此，筆者以為兩國目前應該是

勢不兩立的，沒想到在會議上，兩國的互動令人意想不到。俄羅斯與烏克蘭，

感覺好像兄弟一般，在許多議題上的態度一致。甚至，當烏克蘭的前選手想

要臨時加入參選醫療委員會時，是俄羅斯的會議代表為他站台，拉票。雖然

最後仍然失敗了，但俄羅斯代表在為烏克蘭參選人說話時的慷慨激昂，讓我

印象十分深刻，兩國政治上的交惡似乎不影響運動場上的盟友關係。 

    然而，雖說體育打破政治鴻溝，但在歐美國家和前共產國家（俄羅斯）

兩方的關係上，緊張感卻也若隱若現。UIPM 的各委員會主管仍多由歐美國家

人士擔任，當他們報告結束後，俄羅斯的代表常常提問或質疑，感覺帶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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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火藥味。身為旁觀者，覺得特別有趣，尤其英國的代表常常在俄羅斯發言

後反駁她。 

    在體育和平與政治的拉鋸中，我國其實也深陷泥淖，那就是面對中國，

爭取自身尊嚴時。每當大型國際體育賽事舉辦時，一定會有許多人不滿為何

我們不能攜帶國旗進場，而是會旗而已；為什麼奪金時播放的是國旗歌，而

非國歌。這些都是因為 1981 年於瑞士洛桑簽訂的協議，通稱為「奧會模式」。

如果不這麼做，我國將失去許多運動項目的參賽權，可以說是一種權宜之計

吧！根據奧會模式的規定，我國代表隊的名稱為 Chinese Taipei 簡稱 TPE，在

各國的排序中，應該置於字首 T 的位置，而非中國（China）後面。 

    這次大會就將我們的座位誤植於中國旁邊了，雖然秘書長說在現代五項

方面，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很不錯，但為了避免往後留下紀錄，仍然要求大會

幫我們換位子。不過由於會議即將開始，將我國的座位往後移，勢必會牽一

髮而動全身地影響到後面的國家，於是我們便自行拿著桌牌坐到後面的空位，

隔天再請大會給我們正確的座位。 

    追溯奧運的歷史，古希臘的城邦時常有紛爭，但無論戰爭多麼激烈，彼

此仍有共識，在奧運舉辦期間，都實行無條件停戰，這就是奧林匹克行之有

年的「神聖休戰」原則，體現對和平的追求，也是奧林匹克的政治理想 

（李卞嬰、樊奇，2003）。基於這樣的原則，體育希望打破政治僵局，尋找另

一種和平、公平競爭的途徑；這似乎能解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代表在會議上

的合作以及相安無事。 

    不過，體育競賽卻也可以是展現政治訴求的舞臺。首先，即使奧林匹克

章程中明確指出奧運是屬於運動員的比賽，而非國家間的競爭，然而運動員

卻是代表國家出賽，且在得名時懸掛的是國旗，因此難以擺脫國家間的競爭

意味。（李卞嬰、樊奇，2003）也因為如此，2016 年里約奧運時，才有了倍受

世人矚目的難民隊，讓沒有國家支持的運動員仍得以參賽。再者，於多次的

奧運上，可以看到這最盛大的綜合型運動會，成了很多人，不論是運動員或

他者，表達政治訴求的最好媒介。舉例而言，1936 年柏林奧運，納粹大肆宣

傳日耳曼民族優越主義；1964 年東京奧運，南非因為種族隔離政策而被禁止

參賽；1972 年慕尼黑奧運，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射殺 11 名以色列選手，表示不

滿無法獨立；2016 年里約奧運，衣索比亞奪牌選手以雙手交叉高舉手勢抗議

該國政府的專制高壓統治。這些種種，都使得運動會不再單純，即使世人追

求的是個和平，與政治分離的運動舞臺，但卻仍不免與政治有所牽連。 

    政治與體育活動的拉扯，究竟應該完全切割，或是允許藕斷絲連，難以

有個定論。以衣索比亞的例子而言，該國沒有豐富的資源，並非歐美大國所

顧慮，所以很多訊息不一定被報導。有了體育的平台，我們可以藉此知道原

來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有如此不公平的事情在發生著；如果完全不允許體育

活動出現政治意涵的表示，那麼世人很可能永遠不會關注到衣索比亞正在發

生的悲劇，也就放任該國繼續陷於苦難了。相反地，希特勒藉由奧運來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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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主義，卻是一曲悲歌，讓純淨的運動會成了納粹主義的政見發表會。 

    是以，在這次會議上看到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友好，可以說是個好現象，

至少兩方沒有針鋒相對或者故意找麻煩，將政治的紛端帶到體育場上。不過，

俄羅斯和其他歐美國家的互動就真的值得玩味了，感覺彼此還是有意爭奪已

開發國家的霸主地位。 

    而就兩岸關係而言，一直以來，兩方常有體育交流，然而，在中國來臺

時，我國卻時常因為國名、國旗、會旗、會歌的問題而和對岸有所爭執，使

得單純的體育交流變了調，成為政治事件(田忠勇，1994)。雖然在多數國際體

育賽事上，由於奧會模式的限制以及中國方面的壓力，我國沒辦法以國名、

國旗出場，但在有些項目的比賽中，由於中國沒有參與其中，所以臺灣的國

旗也有了出場的機會，例如超馬選手陳彥博，於多次比賽中，大會都是插上

中華民國國旗。 

    所謂「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畢竟是理想，距離實現仍有很大的空

間需要努力。透過法規的制定，以及多方的溝通，是最有效讓兩岸能化干戈

為玉帛的方法（李俊杰，2007）。這同樣適用在所有國家之間的糾葛，希望可

以透過體育的交流與和平競爭，讓彼此的關係更加和諧。 

 

四、 體育區域發展不均 

    這次年會談論的未來目標中，除了增加女性參與以外，也提到要讓更多

新興國家能夠加入現代五項運動，其中最大宗的，就是非洲國家了。除了南

非和埃及因為經濟較為富裕而有較高程度的投入外，多數的非洲國家在現代

五項發展上較為遲緩。畢竟，現代五項可以說是有錢人的運動，尤以其中馬

術的花費最高，而游泳項目則因為非洲許多國家沒有標準的游泳池，所以無

法順利推廣。 

    體育的區域發展不均衡主要可以歸因為經濟發展的差距。過去的國際奧

會主席（1980~2001）薩馬蘭奇就曾經表示過：對於流入體育領域的金錢只能

歡迎，因為那不僅是對體育活動發展的重大幫助，更是對運動員的物質保證；

沒有必要去阻止體育的商業化，但要努力避免商業利益凌駕的體育價值（龍

春曉，2001）。首先，商業化意味著大量的資金注入體育市場中，但這些金錢

的分配卻可能是極不平均的。已經頗富盛名的已開發國家運動員，獲得更多

的贊助及資源，讓他們的運動生涯不斷再造顛峰；相對地，仍在成長的開發

中國家運動員，卻因為仍默默無聞，因此乏人問津，需要自行尋找訓練的資

源，無法在商業化的體育市場得利，甚至可能因為他人的獲利而相形見絀。

久而久之，鴻溝越來越大，往往在大型體育賽事中奪牌數名列前茅的，都是

經濟強盛之國。 

    體育全球化可以說是和經濟全球化發展是同步的（鄧星華，2007）。而經

濟全球化也可以說是由西方資本主義所主導，正因為如此，許多在世界很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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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運動多是源自於歐美國家，因為是他們掌握了全球的經濟脈動，控制了

體育的發展。當非洲等開發中國家無法跟上經濟全球化的腳步，甚至成為這

種全球化下的受害者時，也就難有甚麼跟得上時代的體育發展了。 

    奧運的比賽項目必須是在世界有廣泛的發展，有許多人參與其中，才有

機會加入奧運的家庭（鄧星華，2007）。以非洲為例，或許有甚麼是淵源於非

洲大陸的古老運動，也在該洲十分盛行，但是假如這個運動沒有被推廣到全

世界，也就沒有機會成為奧運項目了。當開發中國家因為缺乏經濟資源而無

法成功將自己的運動全球化時，就失去了在奧運上展露頭角的優勢地位，只

能處在下風處地玩別人的運動。 

    資本主義的擴張和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讓歐洲的運動開始在全

球散佈（Peter Donnelly，1996）；足球、現代五項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同篇文

獻也指出，常常全球化就代表著美國化，例如往往美國的職棒、職籃都可以

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觀眾同步觀賞比賽。或許哪一天當開發中國家得到經濟

崛起的機會，也就有可能獨霸體壇了吧！ 

    雖然這樣看起來好像經濟不好就幾乎不可能在體育場上有亮眼的表現，

但還是有些振奮人心的消息出現在歷次的運動競賽上的。如來自牙買加的「閃

電波特」就在田徑場上屢次大放異彩，也讓世人看見牙買加。另外，2016 年

的里約奧運，象牙海岸的跆拳道選手 Cheick Cissé 也在男子 80 公斤級奪金，

拿下該國史上首面奧運金牌。看到 Cissé平常的訓練場地，真的令人更加敬佩，

沒有高端的設備，卻依然憑藉自己的實力獲得最高榮耀，或許這可以激勵更

多開發中國家的運動員，大家都有頭角崢嶸的一日！ 

    No queremos goles, queremos frijoles（我們不要進球，只要豆子），這句話

被漆在 1986 年墨西哥世足賽的比賽場館外，訴說著開發中國家面對體育和經

濟發展互動中的困境（Wladimir Andreff，2006）。當許多國家努力追求體育

競技場上的表現時，仍有為數不少的國民處在飢餓、寒冷的環境中，如何維

持兩者的平衡，成了許多開發中國家需要面對的嚴峻課題。 

 

五、 會議中的人種互動 

    與會的國家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現代五項的起源－歐美國家、已經有一

些成績的亞洲國家、以及剛開始起步的非洲國家。首日的歡迎晚會，大家熱

絡的彼此打招呼，但還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同類型的國家大多時間是相互

聚首的。更特別的是，亞洲國家代表會向歐美國家代表打招呼，非洲國家也

是；然而，亞洲和非洲國家代表之間卻幾乎沒有往來！ 

    我國當然也是亞洲幫一員，除此之外，也和韓國十分友好。第二天的會

議為進行個別委員會的選舉。一早秘書長還沒來時，韓國的代表就遞來一張

紙，說是給秘書長的。原來是投票的名單，韓國代表已經圈好要投給誰了，

秘書長說就按這名單去投就可以了。這麼說我們就是韓國的樁腳了，感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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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趣。 

    不同類型國家間的互動與零互動，真的是饒富興味。就筆者猜測，因為

歐美國家在該運動佔有主導優勢地位，所以大家都想要能多和他們互動，能

有更好的關係。基於友善以及一點驕傲，歐美國家也都會熱絡的和他國寒暄。

對於亞洲幫與非洲幫的疏遠，推測是因為彼此並不存在著利害關係，也不是

非常熟悉。亞洲國家在現代五項感覺還不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因此其他國家

沒有必要特地巴結；而非洲國家也暫時沒有威脅性，也沒有甚麼特別可以效

法的，所以他國也不會想和他們有所互動。雖然這些都只是筆者的推測，而

且有點陰謀論的感覺，但是真的十分值得玩味。 

    就像結構功能論的概念，所有的社會現象之所以存在，都有它的社會作

用。在會議中看到的各個群體，他們維持了平衡，沒有互動也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至少不會有虛情假意的寒暄；有所謂的強弱之分，也讓組織可以運作，

不會大家都想要強出頭。 

    關於我國和韓國在現代五項上似乎是同一個集團這件事，也十分耐人尋

味。每次的體育競賽，只要贏了韓國，就是舉國歡騰；與此同時，韓劇、韓

流也滲入我們的生活中。這種感覺其實是挺矛盾的，在競技場上勢不兩立，

但在休閒娛樂方面卻又唇亡齒寒，畢竟臺灣也是韓國很大的市場。難得一見

的是，在現代五項上我們是同一個陣營的。或許是因為文化的關係，讓兩國

相較他國而言更加靠近，加上韓國在現代五項上是亞洲國家中滿突出的，所

以我國能倚靠的，似乎也只有韓國了。 

    關於不同種族的互動觀察，背後的原因目前只能靠推測，而這，也是有

趣之處。但是人們的所作所為一定都有個理由，事情有存在的意義，所以唯

有透過更多的觀察才可以更明白大家互動的起源，以及不熱絡的原因。 

 

六、 和他國代表的互動與學習 

    參加這次的會議，在與他國互動時，也有不少的感動，雖然這與社會學

關聯性較小，但是從中也感受到其他國家的溫度。 

 

1. 百慕達代表 

    首先，和我們最有共鳴的應該就是百慕達了。會議首日的午餐，百慕達

的代表，一位很可愛的奶奶，便和我們坐同一桌。當她介紹她的國家時，當

下我們其實都沒有聽清楚，但也不好意思再問一次，猜測可能不會再有機會

遇到，就這樣過去吧。當隔天我們再次一起用餐時，偷偷看她的名牌，再查

一下字典，才知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百慕達啊！和奶奶的談話間，我才明白，

原來百慕達人有個無奈：大家都只知道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卻對百慕達是

個如何的國家以及他們的文化沒有了解。其實如果當初奶奶在介紹自己的國

家時，附帶一句「就是百慕達三角洲的那個百慕達」，那我們應該可以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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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她是哪裡來的，不過奶奶卻沒有這麼做。我想，或許是出於一種自尊

吧，希望大家是真的認識她的國家，而非透過一個神秘傳說來得到關聯性。

這使我不禁思考，我們又該如何介紹臺灣呢？似乎也是少不了透過和中國、

日本等強權國家的相對地理位置來讓大家認識吧！ 

 

2. 瑞典代表 

    會議第一天的午餐除了有百慕達代表的相伴，還有瑞典的代表，一位前

現代五項女運動員。我們邊吃邊討論著自己國家年輕運動員在面對課業與運

動職業時的選擇。感覺得出來，每個國家的運動員在即將升大學時，都面臨

著是否要繼續體育專業訓練，或者選擇走上學術之路。不過，差別在於，百

慕達和瑞典這兩個西方國家，父母比較傾向將決定權交給子女，讓他們選擇

自己未來的路，頂多給一些利弊分析的意見。相對的，臺灣的的父母就沒有

給子女那麼多決定的空間，限縮了年輕小選手的自主性。 

    聊天的過程中，瑞典的代表有兩、三次在詢問我國的現象時，不知道是

口誤還是真的把我們當成中國了，她都會這樣說：「How about the situation in 

China?」其實很尷尬，明明我們就不一樣啊！如果糾正她的話，感覺好像我

們很小心眼，硬要糾正別人的口誤，故意放大兩國的政治差異；但是就這樣

讓她講錯，又有一種好像我們沒有能力，連正名自己國家的勇氣都沒有。所

以，當瑞典的代表連續兩次都講錯以後，我還是忍不住告訴她，我們是 Taiwan，

不是 China；雖然官方名稱應該要用 Chinese Taipei，而非 Taiwan，但眼看四

下並無中國人的行蹤，也就放膽一次了。 

 

3. 紐西蘭代表 

    會議首日的晚餐前，在電梯裡遇到紐西蘭的代表，一位中年男子。不知

為何，他一眼就看出我應該是臺灣來的，他對我說：「You must be from Chinese 

Taipei right?」我愣了一下，原來他是在和我講話啊！很開心有人主動和我聊

天，於是便很驕傲地回答他。接著，紐西蘭的代表問我的名字，當時我猶豫

了一下，應該要告訴他中文還是英文名字呢？我想代表應該很難唸中文名字

吧，於是回答了英文名字；沒想到代表卻說「No, I want to know your real name, 

your Chinese name! 」我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敘述為何臺灣人都一定

要取一個英文名字呢，印度人和中東人的名字大部分都更難唸，他們也不會

特地命一個英文名字，這就是對自己語言的自信和驕傲。經過這一次，我更

堅定以後向外國人自我介紹時，都要自豪地說中文名字。後來，紐西蘭代表

發音很標準的唸出我的名字，原來，他曾經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我們簡短

的聊了天，最後，他知道我只是個來實習的大學生，在我國的現代五項協會

並沒有一席之地，儘管如此，他依然遞出名片，還說以後到紐西蘭旅遊可以

去拜訪他。雖然這可能只是出於禮貌性的一種招呼，但還是令我感動不已，

畢竟感覺他浪費了一張名片發給一個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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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會議的午餐時，很開心地看到有飯，剛好紐西蘭的代表排隊在我

附近，他就說我一定很開心可以吃到米飯了，沒想到他還記得我啊！那天我

們依然和百慕達代表一起進餐，奶奶也說恭喜我們終於可以吃到米飯了。不

過我很驕傲的告訴她，臺灣的米可是更好吃許多啊！百慕達的奶奶也十分認

同，因為德國的米真的很長又很硬，當然比不上我們的囉。 

 

4. 泰國代表 

    會議的最後一天，進行投票時，因為計票的時間非常冗長，大家都很無

聊，於是我就鼓起勇氣和旁邊的泰國代表聊天。想話題想了很久，最後問他

「撒挖底咖」真的是泰文中「你好」的意思嗎？泰國代表超級親切的，同時

講話又顯紳士風範。原來我們的認知是對的，不過男生和女生的說法又有差

異，學到一課了！之後我就想不出還可以說甚麼了，有點尷尬地結束對話。

出乎意料的，在接下來的投票結果宣布時，泰國的代表都主動向我確認當選

名單以及所有候選人的票數，方便記錄不會出錯。其實這令我挺開心的，雖

然只是一時的幫忙，但卻還是讓別的國家感受到溫暖，也有了可以互相照應

的對象，這種感覺難以形容的美好。 

    會議進入尾聲時，泰國代表給了我他的名片以及他們國家現代五項協會

出品的小禮物。基於禮貌，我告訴代表會代為轉交我們的秘書長；沒想到他

竟然說這是要給我的，至於秘書長，他已經送一份了。有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明明知道我並不是正牌的現代五項家族的一員，但還是這麼的友善。 

    這些小小的經驗，雖然並不是甚麼重要的社會學觀察，但我覺得都是很

深刻的印象。對他國代表而言，和我的互動根本無法帶給他們任何利益，不

僅因為我並非要員，再者，臺灣在現代五項的發展中，地位並不特別。正也

因為如此，我特別的感動，或許對方只是出於友善的打聲招呼，遞個名片，

但都可以帶來滿滿的正能量，這也算是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吧！ 

 

七、 結論 

    透過這次現代五項的國際年會，除了讓我更了解國際體育事務的運作外，

也透過所學，有了不少觀察。體育活動可以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其中當然無

法避免的有勾心鬥角，有貪瀆，但同時也有許多感人的友誼。 

    藉由委員們的報告，明白了體育活動中存在著那麼多的不容易。如果沒

有商業化，很難讓體育活動更加大眾化，也沒有所謂的運動明星了，但是過

度的金錢投入卻也有可能導致區域發展不均。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的強權

及弱勢就在表現上有很大的差異了。而因為商業化讓體育競賽成為媒體寵兒，

他也因此成了政治宣傳的舞台；不論是正向的希望議題得到重視，或是藉此

以暴力方式宣揚主張，都是不可忽視的。更重要的是，體育活動希望能夠讓

運動員在競技場上擺脫國家間政治的鬥爭，用另一種和平且榮耀的方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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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的基礎就是平等，不僅是不同參賽者的平等，也是性別的平等。

讓每個人都有參與體育的機會是聯合國憲章中的規範，也是基本的人權。應

該要更鼓勵女性在運動的參與程度，這樣不僅為自己爭去榮耀，也象徵打破

父權主義下對女性特質的刻板印象。 

    從來沒想過看似枯燥無趣的會議，其實蘊含很多深刻的道理還有不少趣

味。希望可以透過種種的觀察和分析，讓體育圈的運作更加和諧，大家為了

同一個目標而一起努力。不論是臺灣或是全世界，都可以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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