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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手術後留疤沒關係？

家長應該讓孩子自由探索自己的性別認同，並且支持孩子所認同的性別，因為性別認同是無法透
過後天教養所改變的。每個學校、職場等都可能有跨性別者，臺灣有些知名的跨性別者如：行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臺中一中教師曾愷芯等，我們要盡力營造友善的環境，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即是一個
例子。

教養兒童及青少年時
必需知道的性別知識

第二性徵的出現，對於青少年跨性別者可能是心靈上的二度創傷，因此可考慮接受抑制青春期發
育的荷爾蒙治療，另外，並不是每個跨性別者都會進行性別重置手術成為「變性人(Transsexual People)
」。關於雙性人、跨性別者及變性人的相關資訊可參考〔臺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
(http://www.istscare.org/)。

廖研蒲

表二：性別認同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男生比較好動應該沒關係？男生手術後傷口不需細心照護
，就算留下疤痕也沒關係？在孩子的教養上，部分家長常
不自覺帶有「性別刻板印象」，這樣可能會限制孩子的發
展、造成孩子負面的經驗及健康問題。

生理性別/生物性別 (Biological Sex)：
生理性別的分類取決於染色體、生殖器、性腺和激素。

生理性別包含男性、女性及雙性（如表一）
，2016年聯合國估計全世界約有1.7%的新生兒
的性別無法以男性或女性來分類，這樣的人稱為
「雙性人」，過去臺灣曾稱之為陰陽人或雌雄同
體。
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均表明，不得對雙性
孩童進行非必要且未經本人同意的性別矯正手術
，這樣是侵犯人權的作為，因為不論是家長、醫
師都無法確定此雙性孩童的「性別認同」(下段
介紹)為何，應該等孩童長大後由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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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女性
(Transgender Female)

生理性別

生理女性

生理男性

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無性別(Agender)/酷兒(Queer)

內心覺得自己是女的

跨性別男性
(Transgender Male)

順性別男性
(Cis Male)

生理女性

生理男性

不論性別
內心覺得自己
不屬於單一性別

內心覺得自己是男的

性別表達/性別特質(Gender Expression)：
性別表達是一個人透過言行舉止、外表和其他外在跡象來表現自己的性別特質。

性別表達之男性化、女性化及中性化的標準取決於各地的傳統文化背景（如表三），其表現層面
像是：內在的(個性、生活態度等)、外顯的(衣著、髮型等)、對事物的興趣(烹飪、電玩等)、各方面的
能力(語言、領導能力等)、職業選擇(空服員、廚師等)或其他個人特色(字跡、審美觀等)。其實以上諸
多層面在臺灣均不宜冠上性別的標籤，如：烹飪曾被認為是女性化的活動，但事實上喜歡烹飪是不分
性別的。

表一：生理性別

目前大眾所熟知的二元性別－男、女，已經
不足以描述在生物科學、行為科學的進展中已知
的性別意涵，以下介紹最新的性別知識：

順性別女性
(Cis Female)

性別認同
光譜

職能治療師致力於讓人能夠參與對自身有意義的生活、學
習、工作、休閒及社交活動，建議家長在孩子的生活教養
或生涯安排上的決策應不以性別定論，較適合的作法是尊
重每個孩子獨特的個性及表現。因此，學習正確的性別知
識對於家長來說是一門「必修課程」。

最新性別知識

分類

分類

生理女性
(Female)

雙性人
(Intersex)

生理男性
(Male)

特徵

具有XX染色體
、卵巢、女性
生殖器及女性
第二性徵

具有男性及女性
染色體、性器官
及性徵的組合

具有XY染色體
、睪丸、男性
生殖器及男性
第二性徵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性別認同是一個人對自己性別的想法及理解，
也就是自我認為的性別。

就兒童發展來說，許多孩童成長到4至5歲時
性別認同就逐漸穩定，他們在各方面的「性別表
達」(下段介紹)會偏向展現自我認同的性別，例
：一位4歲小女孩的性別認同為男性，可稱之「
跨性別男性」（表二），他可能對被視為男孩的
對待方式感到較自在，如：剪短髮、穿褲裝。跨
性別者的比例，目前國際上沒有一致的數值，可
能是他們在不同社會氛圍中未必願意公開表露，
曾發表的研究結果大約為千分之一至萬分之一。

教養孩子時，家長要學習放下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尊重每個孩子自己的特質、讓孩子適性發展
、也多跟孩子討論後再做決定，如：在買玩具或報名才藝課時，可提供多種不同的選擇，而非先入為
主的幫孩子安排自己認為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活動。
表三：性別表達

性傾向/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

性別
表達光譜

性傾向是根據一個人在情感上和生理上受吸引的性別、
或是其親密關係對象的性別來定義。

特徵

女性化
(Feminine)
表現出該地區
傳統文化所認
定的女性特質

中性化
(Androgynous)
綜合男性化和
女性化的特質
，或非傳統的
性別表現

男性化
(Masculine)
表現出該地區
傳統文化所認
定的男性特質

性傾向可分為異性戀、同性戀及雙性戀（如表四）。美國生物學教授Alfred Kinsey的研究指出同
性戀佔總人口的10%，此比例為現代指標性數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
究」於2016年也發表類似的結果，臺灣北部24至29歲的人當中，約8%的人受同性吸引且想跟同性談
戀愛，另外，同性戀的比例為女性高於男性。
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一樣無法透過後天教養所改變，同性戀也不是一種疾病。早在1990年世界衛生
組織就已決議將同性戀自疾病列表刪除，且基於維護同性戀者人權及身心健康，臺灣衛生福利部於
2016年12月30日宣布禁止醫事人員對同性戀者執行「扭轉性傾向治療」。臺灣的同性婚姻於今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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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心語

表四：性傾向
分類

女異性戀
(Straight Woman)

男同性戀
(Gay)

雙性戀
(Bisexual)

女同性戀
(Lesbian)

男異性戀
(Straight Man)

生理性別

生理女性

生理男性

不論性別

生理女性

生理男性

性傾向
光譜

想談戀愛、進行性行為或
成為人生伴侶的對象是男性

同時受男性及女性吸引

想談戀愛、進行性行為或
成為人生伴侶的對象是女性

24日由大法官宣布將於2年內合法化，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與自由權，使臺灣成為全球第24
個、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全世界的醫療制度及法律均逐漸依據正確的性別知識而改變，家長在性別與教養知能上同樣需要
持續學習。臺灣社會中每12個人就至少有1個人並非異性戀，身為家長應有的態度為：不論孩子喜歡
的對象為異性或同性，均應給予愛與支持，並學習理解與尊重。同性戀相關資訊可參考〔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https://hotline.org.tw/)。

性別與兒童及青少年的教養
教養男生和女生的方式真的需要不一樣嗎？認識了以上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及性傾向
方面的知識，我們可以知道性別的意涵是很廣的，如：一位生理女性，他的性別認同為女性，性傾向
為同性戀，其性別表達之髮型打扮偏男性化，所以他是「外表男性化的順性別女同性戀」，但並不是
跨性別男性。由此可見，男女二分法不宜成為教養原則的依歸，尊重個別差異才是萬用原則。
坊間不乏關於性別與教養的書籍，但是在應用上須非常小心，如洪蘭教授所翻譯的《養男育女調
不同》，書中引用的一些研究結果雖顯示，男性及女性的一些行為表現「平均來說」有不同之處，但
是將此結果應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是相當不合適的，在學術上稱之為「生態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
）」，也就是把群體的統計數據推論到單一個體的一種錯誤邏輯。如：假設，平均來說男生的食量比
女生大，但我們不能推論任一位男同學的食量一定比另一位女同學大。
總結來說，家長宜拋開傳統刻板印象，在學齡前讓孩子探索自己的性別認同，且不論孩子的性別
表達偏向男、女或中性化，都給予肯定並讓孩子適性發展；邁入青春期之際，陪伴孩子探索性傾向，
讓孩子知道不論是與異性或同性的親密關係，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透過家庭教育使孩子認識多元性
別，期許孩子能有自信的展現自我，在學校不但不會成為霸凌性別少數學生的加害者，也能增加同理
心及性別平等概念。身負培育下一代的重責大任的家長們，家庭教育就是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的搖籃。
主要參考資料來源：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2017年1月號：性別革命。
．楊文山、李怡芳（2016）。步入成人初期之臺
灣年輕人性傾向之研究。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35)，47-79。
．Sam Killermann (2015): The Genderbread Person
v3.3.(http://itspronouncedmetrosexual.com/2015/03
/the-genderbread-person-v3/#sthash.NyklhFRO.dpbs)
．United Nations Free & Equal (2017): INTERSEX
AWARENESS.
(https://www.unfe.org/intersex-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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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護理。我
曾旻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腫瘤個案管理師

『回首踏上護理之路』，是居多護理人在執
業生涯中不斷省思的一件大事，無論是懵懵懂懂
或是胸懷大志，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回味。而我
會與護理結下不解之緣乃起至於國三的時候，秉
著助人初衷便立志要當一名護理人，一路走來在
上帝的幫助下，順利的從專科畢業，走入臨床開
始我的抉擇與決心。

病情隨著住院天數的增加，而每況愈下，他
自己非常了解病況及將面臨的結果，與家人討論
後，決定放棄治療，期間為了減輕不適，使用上
非侵襲性的正壓呼吸器及嗎啡藥物，隨著不舒服
改善、呼吸也慢了，直到停止。在他離開前的那
晚，我握住他的手，給他力量，即使他已經累到
說不出話，仍然努力的點了一下頭，告訴我他收
到了我的關心，那是我看見他的最後一次。

信仰讓我與護理緣起
14歲時立志要當一名護士，背後的故事乃是
因為一部港劇「紅衣手記」，記錄著一群護理學
生及其投入職場的寫實生活，當中有人把護理當
作墊腳石、有人則是對護理工作充滿炙熱的心，
而這部戲劇展現出護理的美，打動了14歲的我，
期待自己在護理工作也能有所作為，持續單純照
顧人的心和完全奉獻自己的一種價值，成為生命
中的呼召。
我心裡默默知道，上帝給我的呼召是從事護
理工作，承襲祂的使命把握助人及服務的機會。
但是，服務的過程中漸漸發現與我心中所期待的
護理，產生落差，工作除了護理也包括諸多的雜
事，如電視壞掉、電燈不亮、遙控器壞掉或是水
打翻等要報修處理，事務繁雜多變，轟炸著我每
天的情緒，讓我思考著護理工作的意義到底是甚
麼？我期待中的護理是如何？上帝給我的使命、
生命中的異象到底是什麼？困惑著我每天的生活
，不斷思想著這些問題。

天使讓我在護理堅守
懷著質疑的工作情緒繼續服務病人，直到有
天，我遇見一位熟悉的病人，見面那天，雖然身
受不適症狀的煎熬，仍盡心的給予我開心的笑容
；在住院的兩個月中，我常用關懷的話語鼓勵他
，叫他要加油，而他每次即使再喘再不舒服，都
還是給我溫暖的笑容及充滿誠意的『謝謝』。

他是第一個給我最多鼓勵、最多支持和肯定
的病人，雖然大家總說護理人員像是上帝差派的
天使，但是，對我來說，他們才是上帝派給我的
天使，鼓勵我、支持我、讓我有更多的力量，繼
續堅守在工作崗位。有時候，想起他們時，眼淚
會在眼眶打轉；工作不如意時，會想起他們在世
時，曾給我的溫暖笑容，彷彿是告訴我：「曾旻
，你要加油喔！你可以的！」接收到的鼓勵和那
份溫暖，讓我繼續堅持走護理的最大動力，相信
全世界的護理人，即使在艱難的工作壓力下，總
會有個給自己鼓勵的天使，支持我們繼續對護理
的堅持和熱情。

助人讓我在護理緣續
如今我的工作由疾病照護移轉到預防保健，
負責癌症篩檢陽性個案的追蹤，投入前端醫療的
陣容，落實『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觀念。工作
中面對檢查異常需待確診民眾，克盡職責、使盡
絕活，與民眾共同不放棄一絲希望，期望他們善
待自己的身體、正視自己的健康。期間也遇見漠
視檢查結果，抱怨著多做多煩惱，宿命地將自己
交給上天安排的人，身為負責追蹤陽性個案的
我，努力的克服系統面及病人因素，發揮專業
素養，讓大家可以心靈快樂、身體健康的生活
著。畢竟，能在助人工作中延續也是一種美、
一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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