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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 

性別關係之探究

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本研究針對正在體育系就讀的學生及畢業生進行訪談，蒐集相關資料，探究

體育系的男、女學生（選擇）進入體育系就讀之動機，並探究其相關的學習經

驗；此外，同學們在體育類科系求學的過程中，其性別經驗與同儕間之性別關係

為何？陽剛與陰柔分別如何展現？	

性別是被社會文化建構而成，陽剛與陰柔特質如何在社會中各個場域、各種

實踐被「建構」，是近年來性別研究常探討的主題。陽剛特質不只由性別社會化

所造成，我們更須進一步留意實踐、情境脈絡、體制性的權力和論述場域如何同

時生產出「性別」。研究者藉由探討學生進入體育系的學習歷程，瞭解過往的體

育訓練給了他們什麼性別歷練與經驗；以體育系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來說，集體

陽剛的次文化，加上日常體能訓練的肉身打造實作，對於男女學生造成不同的衝

擊和影響。研究發現分為五點呈現：（一）「我就是想要當體育老師！」（二）「男

生女生都一樣很努力啊！」（三）體育系男生都「很MAN」？（四）「體育系的

男生會有光環。」（五）「體育系女同志⋯⋯不是秘密吧！沒有公開，但大家都知

道。」

本研究探究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希望能對「性別與體育」以

及「陽剛建構」等相關議題之探究提供一些具體的經驗研究成果。

關鍵詞：性別與體育、性別與運動、陽剛、陰柔、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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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性別、運動與體育的相關探究，近年來逐漸在累積中

（Mckay,	Messner,	 and	Sabo,	�000;	Scraton,	1���;	畢恆達、張素珠，

�00�），台灣的學界也開始關注相關議題，黃麗螢（�00�）曾經為文

描述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與運動「互斥」的情形，指出從遊戲參與、體

育課程、運動休閒到運動員專業生涯等，值得深入探究的性別議題不

少。但是整體而言，從性別觀點出發，探討運動經驗或體育學習的

研究文獻並不算多，研究者蒐集到的本土文獻，不外乎是探討女性

運動員的角色衝突等困境（張雅惠，�00�；葉素汝，1���；鍾曉雲，

�001；葉素汝、黃木泉，�00�），或探討運動參與的性別差異（黃泰

豪，�00�）等主題之研究成果。整體而言，本土的相關探究仍有頗大

的發展空間。

在 Penney（�00�）所編輯的一本性別與體育專書之中，詳細勾

勒出此一研究領域值得探究的議題重點與發展方向，包含課程與教

學、學生的體育課學習經驗、體育教師工作的內涵與職場經驗，以及

相關的體育政策分析等，諸如此類的主題從性別觀點切入分析，都有

深入探究的空間。本研究從性別分析的觀點探究大學體育系學生的學

習經驗，主要透過訪談方式蒐集相關資料，以瞭解體育系的男、女學

生（選擇）進入體育系就讀的動機，同時探究性別因素如何影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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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類科系的學習經驗。而在體育系的求學環境中，他們與同儕間

之性別互動關係又呈現出何種樣貌？他們的性別特質如何被建構？又

如何展現？

二、文獻探討

誠如 Paechter（�00�:	��1）所言：「當我們知道某人是男或是女

時，我們對其陽剛或陰柔特質之形成和建構仍然所知不多。」我們通

常由身體特徵來判定男女，但是我們對於自己是陽剛或陰柔之瞭解，

則會因時空因素和環境而有所變化。在體育系就讀的學生會如何服

膺主流的「性別二分」概念？展現在個人的主體建構與同儕性別關係

等方面，又呈現出何種樣貌？這是本研究關切的問題。以下先探討陽

剛特質與陰柔特質兩個概念，而後整理性別與體育相關文獻並加以評

析，希望藉著相關文獻的回顧與評析，為後續探究提供理論基礎。

（一）�陽剛特質（masculinities）的建構和體育系學習的相輔

相成

「性別」，這社會文化所界定的男、女性外貌行為與舉止態度，

可進一步以「男性／陽剛特質」與「女性／陰柔特質」這組概念加

以說明；男人被期待要勇猛剛強，表現威武不屈的男子氣概；女人則

被要求賢慧柔順，有婉約的女人味。不合乎此二種典型性屬表現的行

為，則會被抑制、打壓或貶抑、歧視，所謂的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

便是這樣被生產形塑出來（游美惠、易言嫒，�00�）。在部分保守主

義者的觀念中，「即使其他方面均為平等，男性也還是一定會表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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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的心理特質，而女性在其他方面一律平等下，也還是一定會

呈顯出『陰性』的心理特質」（刁筱華譯〔Tong,	1���〕，1���:	�），

這樣的論調反映出「要男人維持男子氣概，而女人也維持女人味」的

觀念如何根深蒂固地影響人們的生活。隨著性別議題探討的蓬勃發

展，晚近，陰柔特質和陽剛特質的探討更成為性別教育研究發展的

新趨勢之一，尤其是探討男性與陽剛氣概的研究越來越多（游美惠，

�01�）。整體說來，關於陽剛特質，近年來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進展

快速，並且發展出新方向：逐漸呈現的男性新圖像不同於舊有的男性

性別角色的觀念，也更強調陽剛特質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完成，個體受

到既有論述和社會結構的影響，主動建構「適合」自己的性別特質。

本研究將立基於這些探究的基礎，進一步討論體育系學習環境中的性

別關係。

Man Enough	一書的作者	Frank	Pittman	指出「男子氣概」是：

「簡單地說，就是我們預期男人應該有的特質」（楊淑智譯〔Pittman,	

1���〕，1���:	�）；黃淑玲（�00�）則區分「男子氣概」（manliness）

和「男子性」（masculinity）二詞，主張	masculinity	可以譯成「男

子性」，取「男子的特性」之簡稱；而「男子氣概」專指傳統的

陽剛特質，「男子性」的意涵包含「男子氣概」。澳洲社會學家

Connell（1���）探討陽剛特質這個概念，更細緻地指出其具有多元

（multiple）、層級（hierarchy）與霸權（hegemony）、集體性、層次

性、主動建構及動態可變性等特點。Connell指出，從未曾有舉世皆

然的一組陽剛特質模式，不同年代及不同文化分別建構了不同的陽剛

特質：有些文化形塑軍人為英雄，並且視暴力為男性特質的終極試

煉；但亦有文化顯現對軍事訓練及暴力的鄙夷。有些文化認為同性戀

和真正的男性特質互斥；亦有文化認為不曾有同性戀的關係就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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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正的男人。而同一個社會中的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其男性特質

的涵義也不相同，所以陽剛特質是多元的，而且會有一些特質表現較

被人們讚許，例如運動明星的男性特質，另一些特質則被社會邊緣化

或受到貶抑，例如弱勢族群的男性特質或西方文化裡的同性戀男性特

質。換句話說，陽剛特質是多樣的，不同類型之間存在著層級高下之

別，霸權陽剛特質具主導位置，但並非具有全面強制支配性。文化研

究學者 Chris	Barker將陽剛特質描述為一個認同的範疇，意指與成為

一個男人有關的文化特徵，強調陽剛特質是一個論述性操演的建構，

是由各種談論與規訓身體的方式所構成（許夢芸譯〔Barker,	 �00�〕，

�00�）。

若將上述關於陽剛特質的討論運用在運動場域中，則可以發現：

就像Moss（�011）所指出的，運動對男性而言，除了有展現陽剛自

我（masculine	 self）的效果外，同時還有助長男孩之間連結的功能，

參與運動類的活動可以讓他們界定自己的男子性，意義非凡。假設

一個男孩不喜歡運動，他的男子性就會被質疑；其中又以團隊式的、

可以展現拼搶爭奪（rough-and-tumble）肢體接觸式的運動競賽最好，

若是不行，至少也要在個人的運動項目上有些表現。霸權陽剛在團隊

競賽中，透過肢體接觸與爭奪搶鬥的賽事規則，有淋漓盡致展現出來

的機會；運動場上的男性展現雄風成為眾人稱頌的好事，霸權陽剛也

因此一直霸佔著不容撼動與質疑的主導位置。	

另外，以下這一份相關研究對於本研究也頗具啟發性，Brown	

and	Rich（�00�）探討體育師資培育學生定位性別經驗的研究指出：

由於在師資培訓過程中，性別議題沒有被強調，以致進到教育現場教

書的體育老師們，無法以更有力的行動或更彈性的策略，回應並挑戰

主流性別秩序，當然也就無法協助學生發展多元的陽剛與陰柔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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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體育教師的培育應該要更加強性別認同的內涵，才能將教學者自

己與教學實務及社會改變等環節扣連起來。

事實上，過往也有不少研究曾指出，運動的競賽模式、訓練系

統、強調的力道、速度與競爭，與男子氣概所強調的種種特質有不

謀而合之處（Messner	 and	Sabo,	1��0;	Theberg,	 1��1）。舉例來說，

Messner（1���）探究男性運動員的男性認同發展與成功意義歸因的

研究指出：男性運動員自小參與運動的經驗，就是努力表現、贏得勝

利；這種成功的定義雖然很狹隘，卻對男性運動員個人來說非常重

要。運動場是建構霸權陽剛的重要場域，學校的體育課更扮演重要角

色，Connell（1���）在	 “Teaching	The	Boys”	一文中曾提及這一點並

詳加討論，她引述並綜合一些相關文獻，指出女學生雖然也在學校運

動，但是頻率低於男學生；而體育老師更是重要人物，對學生產生很

大的影響，特別是帶（校）隊的男性教練─他們凸顯傳統陽剛特

質，並且毫無疑義地認為這就是合乎大家期盼且非常自然的本質展

現。Martino和 Pallotta-Chiarolli（�00�）的研究指出，學校內的男學

生被要求身體表現要強壯有力，而具有侵略性的運動，更是學生自我

倚賴和自我規範的特殊實踐；Lesko（�000:	1��-1��）針對一位曾為

足球明星的職前教師Woody所做的敘說探究也發現運動的成功創造

特權，包括特定的物質酬賞及地位，甚至可以免除一些例行公事的執

行義務。Martino	和	Frank（�00�）探討男老師的自我監控與陽剛特質

建構，也同樣發現積極投入體能運動是男性自我建構陽剛氣概的重要

途徑；而在運動中贏得勝利，更意味著贏得朋友，並能為自己在男人

世界佔取一席之地，女孩也是其戰利品之一。本土研究方面，陳彥文

（�00�）在國中進行的田野研究也發現，國中男生普遍嚮往透過實際

體能的優越表現，做一個「帥」、「有實力」的男生，接受訪談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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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表示「打球方面」有實力會讓人覺得這個男生很帥，體育表現好

很重要。

總而言之，運動創造了一種社會關係，讓男性成為特權的小團

體，可以支配女人及位階較低的男人。長久以來，男性認為藉由運動

可以展現男子氣概，一旦出現對運動不在行的男生，同儕通常會譏諷

為娘娘腔或具有同性戀傾向。舉例來說，Plummer（�00�）探討為何

有些男學生會有運動恐懼（sportophobia）的研究發現男孩視激烈的

體育表現為非同性戀的表徵，一旦男學生的運動參與度與體能表現低

於平均水準，就會被同儕譏評是異類。因此，Donaldson（1���）和

Reichert	與	Kuriloff（�00�）都曾經指出，霸權陽剛的實踐讓男孩子

內心充滿焦慮、不確定感，較具排斥感與殘酷性，也較易有暴力行

為、內在不一致和「你輸我贏」的層級區分傾向，這對男孩的自我發

展相當不利。相關的思考是：若運動是霸權陽剛的養成溫床和形塑媒

介，我們可以如何積極發展相關行動策略，解構運動中的霸權陽剛？

透過探討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如何可以作為研發因應之道的基

礎？	

Connell（1���）另外還指出有集體性陽剛特質（collective	

masculinities）的存在，也就是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性別建構定義

了特定的行為模式（patterns	of	 conduct），並使之在群體層次上具主

導性；例如男性特質在公司機構、軍隊、政府部門及學校被定義展現

出陽剛文化，影響著個體，而在職場甚至街頭幫派裡也同樣可以看見

陽剛被集體定義。本研究所探討的體育系學習環境，整體而言，也可

說是較具集體陽剛性。其中的男、女學生會分別如何受到影響，值得

深入探究。

陽剛特質並非先於社會行為、身體、性格存在，而是人們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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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中主動建構（active	 construction）而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性別（do	gender），從體能教練、公司經理人到學校運動場上的小男

生，都以不盡相同的方式在建構他們自己所堅信所謂「適合的」陽剛

特質。不同的陽剛特質存在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中，相當複雜，具

有多層次的慾望和幽微的情感，可以深入剖析，同時陽剛特質也具有

動態性，且可以改變（Connell,	1���:	�10）。

承上述討論，將之關連到本研究的提問：個別的男同學如何藉由

體能活動或競技比賽，來展現「霸權陽剛特質」？而異性戀關係、日

常的語言使用與肢體互動，或身體裝扮等，是否也是展演霸權陽剛特

質的媒介（形塑力量）？體育系之中是否有集體陽剛性的存在？研究

者希望透過研究蒐集經驗資料來回答這些問題。

（二）陰柔特質（femininities）與體能運動的疏遠與互斥

在《女話》（Womanwords）一書中，作者	 Jane	Mills	明白介紹	

feminine/femininity一詞的起源與定義，經過幾世紀的演變後，Lisa	

Tuttle	所著的《女性主義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Feminism）才

為	 femininity	一詞做了簡明的解釋：「這乃是一套由社會所決定的想

法與觀念，認定女人天生即應該擁有的本性、特質、個性、缺陷、

品德等，從女人的衣著打扮、言談舉止、神態行徑、作風態度等，

一一展現專屬於女人的氣質」（李金梅、林秀娟、賴美忍譯〔Mills,	

1��1〕，1���:	��）。Connell（1���）進一步提出「強化陰柔特質」

（emphasized	 femininity）一詞來指涉女人順應男人的興趣、慾望與要

求，而表現出溫和、會撒嬌、體貼、照顧他人的柔順模樣。

女人受制於傳統性別規範的要求，通常難以掙脫「陰柔」的期



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之探究 �

待，間接也會影響女孩子在成長過程之中和體育運動疏遠。趙曉美、

陳劍蘭（�00�）指出：在一般人的性別刻板印象中，白皙的肌膚、柔

美的身材才是應有的女性特質，人們往往認為體能運動可能會破壞此

遊戲規則，這或許是讓女性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畢恆達、張素珠

（�00�:	�1-��）也引用鐘曉雲（�001）和張雅惠（�00�）等人的研究

指出：青少年及青年時期女性的運動會受到「持續深化的窈窕淑女迷

思」之影響，他們整理相關研究後也指出：受限於性別二分的偏見，

女性在從事較為陽剛的運動項目時，個人會知覺到理想的女性─

順從、優雅、美麗及被動，與理想運動員的形象─力量、侵略性與

成就相衝突，進而影響女性參與運動甚至成為運動員的意願。黃泰豪

（�00�）的研究也指出：受到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與環境限制，從運

動中能獲得的利益已非女性考慮的重點，導致女性的體育課程參與度

越來越低落；而也因為如此，使得女性的許多基本運動能力與男性的

差距越來越大，最終女性的運動參與興趣會因長期身體活動與運動能

力的疏離而下降。而在 Kelly、Pomerantz與 Curie（�00�）之滑板女

孩研究中，也發現男孩的凝視目光、甚至是羞辱性的言語讓她們無法

自在練習，她們也常受制於他人的惡意攻訐，指控她們只是因為想被

男孩觀看才去滑板公園練習。這些遭遇都讓滑板女孩感覺格格不入，

像個「外人」。所以，包括身體的建構、外人凝視的眼光，以及文化

傳統對女性角色的期待等因素，都會造成女性與體能運動和體育課程

疏遠的結果。

雖然傳統性別規範及其衍生之刻板化，可能會讓女性自我設限

而對運動避而遠之，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我們不宜只是強調女孩缺

乏參與運動所造成之負面效果，而更應多探討透過哪些機會讓女孩能

活動並表達其身體（Wellard,	Pickard,	and	Bailey,	�00�）。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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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已經出現一種論述，主張陰性特質和陽剛特質都不是體現主體

（embodied	 subject）的一種本質性特質，而是一種再現，藉由再現，

性別認同的建構即可透過論及身體與懲戒身體的方式來達成；舉例來

說，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一書作者 Barker如此界定

陰性特質：

陰性特質屬於認同的範疇，它與身為女性的社會文化特徵相關，

陰性是一個論述—操演的建構，它描述、規訓著身為一位女性的

文化意義。因此，陰性特質可以被理解成女性的行為受到文化規

訓，並符合社會正當性。⋯⋯因此，陰性特質是一個持續進行中

的、關於意義的政治鬥爭場域，而且存在著多元的陰性特質模

式，不僅由不同的女性所扮演，而且也在不同的情況下由相同的

女性所啟動。（許夢芸譯〔Barker,	�00�〕，�00�:	��）

是故，陰性特質有其多重意涵，可以被理解成女性的行為受到

文化規訓的結果，也可以將之看作文化意義的鬥爭場域，有多元展

現的可能。Knight與 Giuliana（�00�）指出，女性運動員因為長期

參與運動這個屬於男人的領域（male	domain），故較具有陰陽同體

（androgynous）之特質，類似的研究發現有鄭琇瑩（�00�）的本土研

究，發現女性運動員或女性體育教師在男性化特質表現上明顯比一般

女性來得高。

誠如 Nilan（�000）所指出的，作為一種性別認同的形式，陽剛

特質不只是由性別社會化所造成，更須進一步留意實踐、情境脈絡、

體制性的權力和論述場域如何同時生產出「性別」；所以，陽剛的認

同其實經過一種無止盡的「變成為」（becoming）的過程，也就是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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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境脈絡的陽剛特質不斷在日常生活中運作、證明，是互動的成

果。而陰柔特質當然也是如此。研究者認為，更重要也更有趣的應該

是去發現每一個經驗研究所揭露的具體事例及其相關論證。

（三）性別、運動與體育：本土研究的回顧與評析

儘管前述文獻針對陽剛與陰柔特質進行探討，但事實上，研究

者認為女性成長歷程中的體育參與情形不佳，很難以「陰柔特質」或

「性別刻板期待」單一原因加以解釋，環境之限制或家人（或其他重

要他人）支持與否等因素也都應納入考量。黃宜萍（�00�）以質性

研究方法，針對 1�位女性大專體保生運動社會化與身分認同進行研

究，發現個人性格、家庭背景、學校與運動參與的總合成為影響女性

運動社會化相當重要的因素；該研究還提到，諸多個案的男友背景幾

乎也同是運動員或熱愛運動者，但男友不鼓勵她們繼續從事專業運

動，只希望她們將運動當做健身、休閒的活動。不過該研究也指出，

「衝突」並不完全是件壞事，若因衝突讓女性有機會選擇及思考自己

真正想扮演的角色，或許將因而得出一套自己的邏輯來過生活。另

外，鍾怡純（�00�）曾以 �位女性參與業餘混排的經驗說明女性參與

運動賽事的處境：雖然女性於其中也遭遇阻礙，但仍採取一些協商方

法和行動策略，以獲得較好的運動體驗。透過以上研究，可見社會支

持與性別角色衝突如何影響女性運動員的處境，同時也暗示運動女性

有突破限制的可能。但是除了個人（成長）的面向，依筆者之見，這

其中的性別關係運作其實相當值得深入探究。

畢恆達、張素珠（�00�:	��-��）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體育運

動反映了社會的男性價值觀。他們整理了以下幾個重要面向，值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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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探究：在「不友善的運動學習環境」方面，「男外女內的運動遊戲

空間配置」讓女性在運動場中總是難得一見；而「運動遊戲中性別角

色配置」更鞏固了既有刻板的性別秩序，讓性別區隔更明顯；而整體

而言的「運動空間及設施不足」與「惡意對待／男性凝視」，也讓女

孩很難自由自在地在學校運動。劉育雯（�00�:	11�）探討高中女學生

身體意象之研究，也生動描述女學生在校園中被觀看凝視的不舒服經

驗：「他們根本不是看我們投籃有沒有成功，而是看我們跑步時候胸

部的跳動！⋯⋯我好討厭那些男性的眼光，對於這些眼光，我們也不

能怎麼樣。」這和前述之 Kelly、Pomerantz與 Curie（�00�）關於滑

板女孩之研究發現正好相互呼應：男孩的凝視目光、甚至是羞辱性的

言語讓女孩們無法自在練習，也讓她們覺得自己始終難進入滑板圈，

成為「圈內人」。

大部分的台灣女性仍無法在體育活動及運動休閒中發展出自信

與興趣。根據《教育部 ��年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報告》，

在參與運動社團、平時或假日的運動時間（不管是每次運動的持續

時間或是運動天數）等面向，各級學校女學生的參與情形都遠低於男

性（程瑞福，�00�）。進入青少年時期，女性在運動領域中面臨的限

制有增無減：展現肢體動作時的尷尬、強調好女孩該有的矜持、在持

續的教育及社會化過程習得的無助感所致的自尊低落等種種因素，個

人、人際與結構限制交錯成一張看不見的網，阻隔女性對運動的興

趣。

所以，「女性懶散不喜歡運動」實為一種謬誤的說法。研究者認

為：因為空間不足或不良、沒有其他課程或活動的選擇、自小就熟悉

各種耳提面命、對於性騷擾的恐懼，逐漸抵消女性參與運動或加入更

具競爭性／技術性的運動的興致，加上為了符合對女性的性別期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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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扮演安靜或依賴的角色，久而久之，女性乾脆就「不動了」。即使

克服這些限制而能自由發展，甚至欲以運動為專業，卻又面臨諸多干

擾。所以根本而言，「女性化」的體認與社會文化意識結合後，是造

成女性運動參與的主要限制（畢恆達、張素珠，�00�:	��-��）。綜合

而論，「男女有別」、「男性中心」、「體育活動讓女性較無法獲得成就

感」以及「缺乏多元化的運動空間」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女性參與體

育活動之障礙。

（四）小結

男性研究學者 Kenneth	Clatterbaugh在其撰寫的《男性氣概的當

代觀點》（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一書最末指出：

與理解男性氣概的問題緊密相關的，是男子氣概的生成與存續原

因。我們所討論過的各種觀點，是否只掌握到男子氣概的部分成

因？任何群體、任何年齡男性的男子氣概形成過程中，或許刻板

印象、理想、恐同症、種族歧視、生產關係，甚至基因傾向與／

或原型，都起了作用？然而，如果有一個深層或主要的原因存

在，那麼必然只是上述這些因素中的一個。因此，我們必須判

斷，是否有一個深層因素存在。如果是，如何使它改變？如果不

是，那麼是哪些多重的原因？而又如何能夠改變它們？如果對於

男子氣概缺乏清晰的因果解釋，那麼要能有效地改變男性現實，

希望便很渺茫。⋯⋯第二項工作便是利用經驗研究來支持各種觀

點。當前關於男性與男子氣概的著作，許多僅僅是軼事性質的；

也就是說，它或是談論個人的經驗，要不就是將個人的經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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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得出關於男性的一般性結論。⋯⋯。當某一特定階級的男

性經驗及其選擇被一般化時，會創造出虛假的普同性，而弱化或

忽略了處於不同情況的男性所面對的現實（劉建台、林宗德譯

〔Claterbaugh,	1��0〕，�00�:	���-���）。

承此論點，釐清性別特質建構的成因、過程及其衍生的相關問

題就很重要，因為這麼做能啟發我們進一步發展解決問題的策略。

Connell（�000）曾言，身為「男人」或「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個人

經驗，因為這經驗牽涉到我們的成長過程、日常生活與性別關係、自

我表現的方式，以及生活中的各種情境。因此，相較於過去將性別

視為一個變項、一種角色、一組特質或兩性差異，當代許多性別研

究學者已多為文批判、反思，甚或揚棄這種理所當然將性別二分為

「男」、「女」或生物決定論觀點的看法，並指出性別並非先行於社會

生活而存在，性別是一種在社會生活中製造出來的東西，在社會互動

中建構而成。若具有以上認知，不將陽剛與陰柔氣質當作先行存在的

固定特質或規範腳本，我們才能進一步衝破二元對立的框架，思索多

元性別教學實踐的發展方向。當性別分析的觀點進入體育系的教學現

場，研究者希望能逐步剖析釐清「性別、體育和運動」現象中的性別

糾結。 1 

1	 此處使用「性別糾結」一詞，乃是源自社會學家 Allan	 Johnson探究性別議題
的專書 The Gender Knot（1���）。該書中譯本《性別打結》已經在 �00�年由
群學出版。



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之探究 1�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透過訪談法蒐集資料（訪談大綱如附錄一），輔以課

堂參與觀察。前者是本文資料分析的主要來源，參與觀察只是為了

建立關係，尋覓受訪者。研究者分兩個學年進入體育系大一的必修

課「舞蹈」課堂中，以「旁聽」和「想一起運動」的名義參與課堂學

習，同時進行觀察。本研究的共同主持人為體育系專任教師，我進入

她的課堂，一方面旁聽課程，鍛鍊體能，同時也進行田野研究工作。

透過觀察課堂學習中的師生互動與同儕關係，可以和訪談資料對照檢

證，而有些日常學習經驗的細節，受訪者不會特別明白陳述與揭露，

則可以透過觀察掌握實情。但是，整體而言，旁聽課程是為了建立關

係，研究者在過程中尋覓適合的報導人進行個別訪談，瞭解其在體育

系的學習狀況、性別關係及人際互動情形。有時研究者也依照受訪學

生的意願，以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透過同儕對話的情境，

讓他們覺得自在，以激發更豐富的訪談資料。	

另外一個尋找願意接受訪談學生的管道，則是研究者透過熟人

引介，而後再以滾雪球的方式，請同學幫忙介紹其他同學接受訪談。

要說明的是：研究進行初期，研究者發現透過訪問高年級學生或研究

生、甚至已自體育系畢業的學生，較能蒐集到豐富的資料，而大一或

大二等低年級學生能提供的經驗則相對有限；是以，研究者後來逐步

調整方向，甚至找了一些已經在學校擔任體育老師的畢業生進行訪

談，擴大取樣範圍，希望能兼顧異質性，讓研究結果更豐富且深入。

本研究總共訪談了 ��位體育系在學學生與畢業生：1�位女性，

�位男性；10位大學部在學學生，�位碩博士研究生，受訪的研究生

中，有的同時兼具現職老師身分，接受訪談時未具學生身分者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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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表一呈現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特徵	

受訪者
性別 職業 學生 年級 大學 競技選手

M01 男 ˇ 大二 師範類

M0� 男 ˇ 大二 師範類

M0� 男 ˇ 大四 師範類

M0� 男 ˇ 大四 師範類 游泳

M0� 男 ˇ 碩一 師範類

M0� 男 ˇ 碩一 師範類

M0� 男 國中教練（兼任） ˇ 碩二 體育類 三級跳遠

M0� 男 教 ˇ 碩二 師範類

W01 女 ˇ 大一 師範類 體操

W0� 女 ˇ 大二 師範類

W0� 女 ˇ 大二 師範類 網球

W0� 女 ˇ 大二 體育類 跳高

W0� 女 ˇ 大二 體育類 跳遠

W0� 女 ˇ 大四 師範類

W0� 女 代課教師 ˇ 碩一 體育類

W0� 女 教 ˇ 碩二 體育類

W0� 女 教 ˇ 碩二 體育類

W10 女 教 ˇ 碩二 綜合類

W11 女 教 ˇ 博 師範類 跆拳道

W1� 女 行政助理 師範類 體操

W1� 女 教 師範類 游泳

W1� 女 教 師範類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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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想瞭解體育系男女學生的性別經驗，特別是針對他們如何

進入體育系學習的歷程進行瞭解─過往的體育訓練給了他們什麼性

別歷練？另外，以體育系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來說，集體陽剛的體育

專業次文化，加上日常體能訓練的肉身打造實作，對於男女學生勢必

造成不同的衝擊和影響，這其中的性別差異展現出何種樣貌？性別議

題無所不在，體育教學的過程與體育人才的培育，不可避免地也存在

許多性別藩籬，本研究想探究體育系學習環境建構出何種樣貌的性別

關係。透過本研究的探討，希望能對以上這些問題提供解答。以下分

五點呈現研究發現。

（一）「我就是想要當體育老師！」

所有接受訪談的體育系在學學生（包含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均

表示，當初會進入體育系就讀，就是因為「想當體育老師」。不論男

同學或女同學，家裡人都十分支持他們往這個方向努力，也就是說，

對於男學生或女學生來說，當個「學校的體育老師」是個不錯的生涯

目標。

他們也許從小就有運動天賦，在特殊的專項運動上也曾有表現

傑出的歷史，但是對於「成為運動員」這樣的目標，幾乎都「沒有想

過」，「知道自己不是那塊料」，「不可能成為專業運動員」；因為，也

許在國中階段，有幾位則是到高中階段，這個從未完整成形的夢想就

已被打碎了：他們發現「強中自有強中手」，自己只是比一般同學表

現稍好，要成為競技選手實在遙不可及，加上現實考量─他們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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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很多專業運動員都有謀生的困境需要克服，訓練那麼辛苦卻無法

換來生涯穩定發展的報酬，當然就要「識時務」一些囉！舉例來說，

一位正在撰寫碩士論文的女體育老師在受訪時就表示，自己曾經想

過要成為專業運動員，但是「畢竟知道自己沒有那麼厲害」（W0�），

在校內拿金牌、銀牌都很容易，「但是出去就沒有辦法」（W0�）。後

來自己成為體育老師，算是眾望所歸，父母當初的看法就是覺得念體

育相關科系，有機會當上老師，是很不錯的選擇。

這樣的發現，可以讓我們延伸思考「體育老師」的認同不同於

「專業運動員」，因為是想要當老師，所以在訪談中男女學生都表示

要努力學習各項課程與教學，每一種運動項目都要懂一些，這樣自己

才有可能勝任體育老師的工作；

其實我來唸體育系，（想）當體育老師是一個過程，因為是師範

學院，所以在修體育課時，你也同時在修如何去教導別人，必須

去把教導部分先學起來，⋯⋯（M0�）

成為專業老師和成為專業運動員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位受訪的大

四男同學就直言表示：「大學體育系是選手的墳場」，原因是：

當體保生發現大學不能保證他繼續練習這項專項時候，不能保證

他的學業和未來，就會被挖角走了，因為別的地方可以給他一些

條件，給研究所的入學資格、獎學金、學費減免什麼的。⋯⋯若

是這個體育系的取向比較是在師資培育，而進來的選手，不能花

很多時間在練習（某項）術科上面，你不可能再比賽了！⋯⋯在

這個環境底下，很難訓練，譬如說我這個游泳隊，只有我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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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其實很難練得起來，⋯⋯而且學校的取向又沒有非常支持你

要在這個專項取得好成績，就是你學科要好好顧，目標是「教

檢」，所以取向不一樣，那有些學生、同學就被挖到其他學校去

了，可能是⋯⋯競技系。⋯⋯他們就完全不用擔心，像我們之前

有個學妹，每次比賽一次都得很多面金牌，她自從進來，兩年了

我都沒有見過她，她都在左營訓練中心訓練。（M0�）

因為想當體育老師而進入體育系就讀的同學，基本上目標就是要

成為教育工作者（體育老師或教練），必須用心學習如何教學，而不

是努力讓自己去比賽拿金牌。所以，專業運動員也許比較強調在比賽

中「贏得勝利」，要「競爭」，但體育老師則否。所以，關於前途和

生涯的想像與實際規劃，這部分的性別差異並不明顯。

或許也可以這樣說：「男陽剛」其實應該是個從外往內看的迷思

（或說「刻板印象」）。在訪談過程中，我發現體育系男同學沒有外人

原來想像的那麼「陽剛」，尤其是在談吐與肢體語言的表現上。事實

上，對照在課堂田野的觀察所得也是如此，男學生也是聽話順從，老

師的命令或指示從來沒被質疑或挑戰過；而在這一門有氧舞蹈的課堂

學習中，其中的同儕互動也看不出有明顯的男性支配模式。我會在訪

談中詢問女同學關於班上男同學的陽剛展現，她們也指出在服從權威

與同儕相處上，男同學並不會特別主導一切。根據觀察和訪談資料，

研究者得到的初步發現是：想成為老師就要先學會教人，在學會教人

之前，自己也要先學習服從，服從可說是有效學習的先備條件。在體

育系的學習環境中，教師的權威樹立非常重要，除了以專業知識作為

「服人」的基礎外，教師也常殷殷告誡學生，未來想為人師表，就要

從自身的要求做起。而體育系學生的「長幼有序」規範嚴明，也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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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出順從的文化。

就如同	Brown	與	Rich（�00�）運用	Connell（1���）的陽剛特質

模型所作的探討，我們可以說，順服主流價值的（霸權）陽剛特質也

是如此被養成。在體育系中，跟大家一樣「像個體育系男生」，隨俗

從眾地展現男子氣概，是最理所當然而不費力的，不用特別以行動支

配他人，以言語嘲笑弱者，只要跟著傳統來，自然也就展現出可以被

大家接受的形象，是體育系的「一份子」。所以集體陽剛塑造出個別

男學生的日常慣行，讓「從屬陽剛」或「另類陽剛」幾乎不可見。

「我就是想當體育老師」讓男學生在專業認同的追尋過程中，逐

步建構出屬於體育系成員的主流陽剛。對男同學而言，文化的常規與

個體的專業養成順理成章相互應和；但是對女同學卻非如此。女同學

在想成為體育老師的追求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和自己的陰柔特質建構

協商，告訴自己能當老師是非常好的出路，能否展現陰柔樣貌是次要

的考量。

關於女生的訪談部分，另外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就是一旦真

的成為老師，她們會覺察到：在體育系就學時並不覺得性別會造成限

制，但到學校教書就業時就大不相同了，常會感受到性別身分造成的

限制。一位已經在國中任教的女性體育老師說到自己當初希望「以後

可以有個穩定職業，穩定中有挑戰性」，當體育老師正好符合這個期

待，加上家裡人覺得女生當老師最好，所以她很慶幸自己可以找到教

職。但是她也不諱言自己的確在「性別」表現有過一點小困擾：

我常常覺得雖然我是女生，但我和一般其他科目的老師比起來，

還是屬於比較男性化一點，我們常常必須呈現出這樣子，如果說

妳很女性化呈現，感覺不符合體育老師樣子，上課的威嚴也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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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我自己會這樣子想，當然我們也會從性別這樣子分，

也有差異吧！因為常常男老師兇一點、有威嚴一點，學生就很容

易就乖了，女老師我們也得這樣和男生一樣兇，不然會覺得壓不

住。⋯⋯我算是第二屆當導師，然後我前一屆（那三年）的風格

是比較嚴的，那我第二屆（這三年）想說嘗試一下不要那麼嚴肅

的風格，和學生像朋友一樣的角色，可是我會遇到一些困難，學

生會跑到你的頭上，你不兇，他就會繼續玩他的，我反而會有班

級經營的困擾。（W0�）

另一位也在國中任教的女性體育老師也表達類似的看法。但是這

樣的經驗與意見，在男性受訪者中幾乎可說聞所未聞；而那些還未畢

業的在學受訪者，不分男女，也無法表達這一層感受。所以，在體育

系學習的經驗與在學校職場工作的經驗並不相同，性別的問題是到擔

任教職時才感受深刻。

（二）「男生女生都一樣很努力啊！」

問到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否有性別差異，得到的答案幾乎都

是「沒有」或「不明顯」，很多學生會表示體育系當中有很多術科的

課都很「操」，對男生和女生來說都是挑戰，而同學要努力讓自己的

某科不被當掉，就要很努力練習，這在男生和女生身上都相同，沒有

什麼差別。

研究者發現「想要成為體育老師」的願望影響著體育系學生的

學習生活。除了「擔心被當」是個學習的經驗，不分男女學生，受訪

者都普遍有頗高的自我期許，亦即把每一科都學好，畢竟「以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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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要會教啊！」所以誠如他們自己所觀察到的，「男女學生都

很努力」，這和「想當老師」的志願密切關連。而不少受訪學生表達

在體育系的學習過程，讓他們有機會發現自己在某方面的特殊潛能，

體會到「自我突破的樂趣」，男女學生都有類似的經驗，發現自己原

來可以四肢那麼協調，或是發覺自己原來也可以「玩」某項運動，

學到技巧而且表現甚至還算不賴，這和	Whitson（�00�）的研究發

現一致，也就是在學習過程中得到增能培力的經驗（the	 empowering	

experience）。

另外，在體育系就讀過程中，對於自己體力潛能的開發，也是讓

他們印象深刻的學習經驗。受訪時正在體育系碩士班就讀的男學生回

想當年為了一門體能訓練課程咬牙苦練的情景，大家一起結伴「用漸

進、加快方式來練」，只為了要通過「在 �0分鐘跑完 10公里」的考

試：

問：女同學也是這樣子嗎？

答：對！也是這樣子！

問：所以大家結伴清晨或傍晚在練？

答：	對啊！在當時情況下，那種壓力，其實我體能是比較不好，

耐力方面，所以比較難突破啦！別人已經衝到前面，我還在

後面，比較大的困境就在這邊！

問：所以那門課聽起來，比較像是挑戰體力極限。

答：對啊！（M0�）

雖然是在講一件曾經讓他那麼受苦的事情，但是我感覺得出這位

正在就讀體育系碩士班的男生其實很自豪，發現自己可以進步到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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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順利通過艱難的試煉。他隨後也跟我分享他觀察女同學在體

育系的學習經驗：

以（體保生）選手來說，她們可能一路上來，對自己身體⋯⋯她

們運動就必須要有那樣身體，我覺得她們比較能夠面對自己身體

吧！⋯⋯因為她們一定要用那樣身體去比賽，一般生的話，不管

男生女生，在大一一進來，要練到一定程度才能過考試門檻，不

管想不想唸，她們一定要強迫自己去要動自己身體，其實我不太

懂女生那時候當下想法，但是她們都能突破，而且能撐完四年，

以我的觀點來說，練起來還滿好玩的，從訓練的話，女生也是邊

練邊有說有笑，可能她們也是把這種訓練，考試要過的門檻算是

比較有樂趣的學習⋯⋯。（M0�）

也有其他學生在訪談過程中跟我說明：入學管道不同，差別反而

較大；也就是說，有特定專長的「體保生」和一般管道推甄或考試進

來的學生學習經驗很不相同。「體保生」因為有特定專長，故面對非

其專長的課程，要突破的阻礙較多，例如游泳專長的遇到所謂的「陸

上運動」（如球類、體操、舞蹈或田徑項目）就常常吃足苦頭；但是

具有球類或其他專長的「旱鴨子」體保生，碰到游泳課就完全沒輒，

甚至有沈下水或是倒退游的，醜態百出，卻仍得咬牙苦練，以求過

關。關於這方面的差異，受訪的學生幾乎都津津樂道，可以說出好多

故事。但是「男同學」與「女同學」的學習經驗差異，相對而言，似

乎就乏善可陳。

為什麼？研究者不禁自問。是真的沒有差異？還是差異不被看

見？甚至性別差異被學生們視為理所當然？仔細分析訪談資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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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現：正式課程的學習表現成果和學習態度也許性別差異並不明

顯；但是，下課後的校園生活反映出的「性別」模式則十分顯著。

舉例來說，「哥兒們」的同儕文化、飲酒作樂的社交休閒等話題，都

出現在男性受訪者的敘說中；但是在女同學身上就幾乎沒有出現這

類「集體」的話題，女同學所揭露的學習經驗相對來說，較為「個

人」。即使有人際交往「小圈圈」存在，似乎也無所謂的體育系女學

生「次文化」存在。男性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讓女性也比較是以孤立

個體的狀態存在著。這似乎也可以延伸讓我們反省到 Connell所提的

「集體陽剛」概念，為何不見有其對應「集體陰柔」概念之創生。

（三）體育系男生都「很 man」？

「體育系男生會覺得自己很	man	嗎？」當我這樣提問，受訪的碩

一男性研究生很肯定地回答我：「會。」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問：都會？不管專長是什麼？

答：對。

問：	像你剛有特別講說桌球（專長）看不出來，可是像你剛說想

要成為很	man	的人，有展現出來嗎？

答：	依照我們系上男生定義，很	man	是指說你可能在某一個項

目表現很好，所以我們對自己認同感，會因為那個項目你表

現好，所以會對自己⋯⋯

問：更肯定。

答：對。

問：	那女生呢？女生沒辦法說自己很	man	啊！可是女生其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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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不是走陰柔路線，你覺得體育系女學生自我價值感、自

我肯定感是從何而來？顯然她們不能從身體、主流女性表

現⋯⋯。

答：	之前我在看這份（訪談大綱），我有去思考過這個問題，不

管男生女生來說，因為在大學時候，我們男女生都會找一個

自己專長的項目，在那個項目表現好的話，就會對自己有比

較高的肯定，我是覺得說，會因為那個項目表現好不好，對

自我認同有提昇。

問：	所以女學生也會這樣子，自己在某個項目表現好，她可以得

到價值感。

答：對，算是有一種自我成就。

問：可是那就不是來自於身體外貌？

答：	外貌的話，對她們來說，自己知道要讀體育系，所以需要那

樣身體，因為女生也比較不會練成那種壯，⋯⋯。（M0�）

以上對話明顯展現出受訪的這位學生認為陽剛氣概與體育科系的

要求是渾然天成、血氣相通；但是對女生來說，就完全不是如此，要

先跟女性化的身體與主流社會價值所界定的「強化陰柔特質」協商，

衝突矛盾處處顯現。一位已經在中學任教的女老師跟我提到她喜歡打

籃球，也會刻意在學生面前展露（高超）球技，並搭配認真的教學，

以建立自己的權威。她不否認她也在展現陽剛，不管是專業技能或是

專業教學，就是要讓學生「服」妳；當然她也點點滴滴地跟我述說自

己私底下主動去找大學籃球校隊練習，付出一定的努力。

另一個要討論的重點是：個人的陽剛氣概與體育系的陽剛文化

可以分開來談。在訪談中，好幾位在學學生或畢業生都跟我提到「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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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這樣的次文化，雖然不是絕對沒有女生在場，但是那拼酒的場

合絕對是男性中心與男性支配的。「喝酒的男人看起來就是很『阿沙

力』」，在體育系私下的同儕社交生活中，像個男子漢般地喝酒是被

鼓吹與激勵的。有幾位學生提到：連系上迎新活動都不免會以啤酒整

罐乾作為入門的儀式，讓系上的男男女女一開始就接受「酒精的洗

禮」。

但另一方面，有些男生也提到「不是很喜歡這樣」，因為那種社

交活動其實有「利益交換」色彩，就是我跟你「搏感情」了，你在功

課上就要「罩」我。而在喝酒時互稱「兄弟」是否就代表很重義氣，

受訪者有人不置可否，也有人明白表示不同意；有趣的是，就是不見

有任何一位受訪者積極擁護此項「特色」，頂多就是像一位目前在國

中擔任體育老師的受訪者（M0�）所說：喝酒只能說是一種常見的、

以前就留下來的「體育系文化」吧！就是「習慣被灌酒，照傳統來

啊！」

至於「說髒話是否常見？」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幾乎都是點頭，在

訪談中沒有人能為我生動描繪說髒話的場景，但是說髒話顯然不是

偶爾才發生的「事件」，而可將之詮釋成一種稀鬆平常的日常生活現

象，所以好像也就沒什麼好說了！	

關於陽剛特質的展現，「競爭」也是常被討論的面向，只是在

本研究中，如前所述，目標是「想成為老師」而不是要「拼獎牌」、

「贏得第一」，所以這方面的陽剛展現較隱而不顯，目前仍無法做出

進一步的探討與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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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系的男生會有光環。」

相對於前述學習經驗的「性別差異」不被看見，針對異性戀情

感關係的面向，受訪者幾乎都表示這方面的性別差異相當明顯。一位

男性受訪者告訴我：「我聽過外系女生說，體育系男生會有光環，不

管是在我們校園，或是其他有體育系的學校，體育系的男生幾乎都

有光環」（M0�）。也就是說，體育系的男生很容易在大學就學期間

交到女朋友，不論是本系或他系的女生。一位體育系男生說：「（外

系女孩子說）那種外貌很陽光型那種男生，對女生比較有吸引力」

（M0�）。男同學藉由異性親密關係之建立，證明自己交得到女朋友，

讓自己的陽剛位階顯然更上一級；這就像 Nylund（�00�）所指出的

異性戀霸權陽剛因此更被強調展現。體育文化原本就是霸權陽剛養成

的溫床（Connell,	 1��0），再加上異性戀關係的推波助瀾，讓男性在

體育系學習更加「吃得開」，自我的感受也就更加良好，這是一位就

讀大二的男性受訪者坦白承認的「很吃香」的「優勢」（M01）。

但是女同學相對而言就顯得很「哀怨」，異性戀認同的女同學都

表示很難交到男朋友，要在校園中跟外系的男生交往，真的很難！除

非是日久生情，像是與同班同學或是練同一個（校隊）運動項目的

才可能成為「班對」或「系對」。一位在受訪隔周將參加畢業典禮的

大四男同學告訴我：「我女朋友的系是英語系，他們男生本來就不多

了，⋯⋯而且他們覺得班上男生比較陰柔一點，沒有像我們體育系那

麼陽剛，變得他們覺得男生不好依靠」（M0�）。他說系上同學會評

論體育系女生是「男生一半，女生一半」，因為女生的表現就行為言

語來說，就是很陽剛。也就是說，以體育系來講，男生對於外系而言

很搶手，女生就好像沒什麼人追求，「男生就超多外系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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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的女生沒有什麼男朋友。（女生）如果有談戀愛就都是跟本系

的」（W0�）。這位受訪的體育系女學生話中透露出「怨嘆」，還伴隨

著一點點無奈，選了體育系就讀，好像自己就跟愛情絕緣了！尤其是

「校園戀情」，真的很難！另一位受訪的體育系女生也說：

文學院和藝術學院（的女生）最喜歡體育系男生。他們超級熱門

的。因為外觀，⋯⋯因為就有人說過，帶體育系男生出去很好

看！因為身材高。⋯⋯那體育系女生在外面刻板印象，就是很

壯，很不像女生⋯⋯（所以在學校談戀愛其實機會很少喔？）很

少，光是我們大一在抽學伴時候，看得出來，⋯⋯沒有人要跟女

生抽！（W0�）

因此，「男生都外銷，女生只好內銷」就是體育系在異性戀交往

關係上的現狀。根據幾位女性受訪者的描述，在學校上課期間，術科

那麼多，女生都是穿著運動服，根本沒機會裝扮自己，更別提展現

「女人味」，如何能吸引男孩子注意？稍微穿得有點不一樣，就被探

問，也讓自己很不自在。

關於打扮，一位任教於國小的女性受訪者指出：

像我剛開始出來教書的時候，就會看到一般女老師穿得很飄飄

然，走路就很柔，然後就會覺得，哇！怎麼會，因為我們那時候

體育系的，大家看到都是體育系的女生，然後從小到大接觸的都

是練游泳的，所以養成的氣息，⋯⋯就是看不到一般唸書的女生

她們那一種氣息，後來一出社會就看到，哇！這女生為什麼走路

好像快要跌倒一樣，剛開始還會看不慣，有人那麼弱嗎？心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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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想，幹嘛這麼，感覺有點嬌柔這樣子，⋯⋯後來慢慢久了

之後，可能也就比較少訓練，或是一直在教書，在那樣的環境

下，就慢慢覺得說我好像應該要再瘦一點，或是說我好像太壯不

好看，或是剛開始比較壯的時候，就會開玩笑說，好像有生過小

孩，因為生過小孩子，女生可能上半身就會比較厚一點。⋯⋯有

一些男生會這樣開玩笑，然後聽久了，自己也會想說好像真的有

點壯，就會慢慢想說看別的女孩子穿什麼樣的衣服好看，就會開

始也想要穿穿看，就是這樣子慢慢轉變。（W1�）

而仔細觀察，她和我訪談的其他女學生很不一樣，依照她自己

的詮釋，一方面是小學包班制讓她每一科都得教，離「體育」越來越

遠是關鍵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自己想要改變外型，努力減肥改變體

態、用心打扮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強化陰柔特質」的展現在體育系

是無用武之地，若是如此表現也不太尋常。女學生特別會經歷到這方

面的衝突，算是一種獨特的性別（化）經驗。

（五）�「體育系女同志……不是秘密吧！沒有公開，但大家都知

道。」

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表示體育系有女同性戀者，但好像沒有男同

性戀。相較於女同性戀的「普及」（不分男女，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

認識或知道系上有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的部分就表示沒聽過也沒

看過。以下摘錄幾段訪談記錄：

男同志我沒有發現，從我知道的學長到現在學弟，都還沒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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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那女同志的話很多，但我都是從其他人聽到的，可能也是不

敢講吧！我們也不會大肆宣揚「哈哈，你是同志」（M0�）

我們班上女同（志）有，可能因為是同性別，所以比較不忌諱，

但男同（志）我不覺得有耶！我在想男生會比較知道男生比較多

吧！⋯⋯（體育大學的）別系也是有女同性戀⋯⋯（W0�）

問：有沒有認識同性戀者？體育系有沒有同性戀者？

答：有，女生很多，像排球隊就很多。

問：女排？

答：	對，很多，因為她們之前唸高中，校隊練習，老師不准男女

談戀愛，所以就會⋯⋯我覺得她們一開始就是找一個心靈寄

託，那後來有些就發現她們真的不喜歡男生，所以就繼續跟

女生在一起，有些大學以後喜歡男生，但後來有跟女生在一

起。⋯⋯（W0�）

關於男同性戀，即使我一再追問，許多受訪者都說「對，沒有認

識過」。但是關於體育系女同性戀，則表示「大家都知道啊！」無分

就讀年級，所有的受訪者口徑一致，這個現象也值得追索，可以進一

步探問：是真的沒有男同性戀者存在，還是體育系的學習環境讓男同

性戀者無法「出櫃」？而若說體育系存在恐同（homophobia）文化，

那女同性戀卻又不被排拒？這原因為何？

過去有些相關研究指出，不友善的環境，例如軍隊、球隊等會

造成出櫃的困難；是否對男同性戀者而言，體育系也是這樣一個不友

善的環境？有些受訪者會不經意提到系上同學對於男同性戀「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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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噁心」，「可以接受女生是（同性戀），但是不能接受男生（是同

性戀）」。已經有不少西方研究都指出，霸權陽剛的建構是構成同性

戀者出櫃之重大阻力，而運動場域中的霸權陽剛文化，讓同性戀者

的處境更加窘迫，尤其對男同性戀者而言。曾有一位受訪者跟我提

及，他們體育圈子中一直流傳著一項說法，說一位有名的游泳選手是

個「GAY」，	但是這麼多年下來，傳言仍是傳言，沒有人證實，也沒

有給這個體育圈子帶來任何衝擊。許多性別與運動的相關文獻，如

Anderson（�00�）及Messner（�00�,	�00�），都已經指出運動場域所

彰顯的霸權陽剛文化跟暴力與恐同共存共謀，本研究所發現的體育系

學生的性別關係，在這方面展現出的情形大致符合此觀點。

但是關於體育系女同志學生的存在與處境，和西方既有的研究成

果就不盡相同：國外不乏文獻指出女同志運動員受到性別歧視的探究

成果，如	Griffin（1���,	�00�）等，但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幾乎都認為

在體育系求學的女同志學生，沒有受到差別待遇；甚至有人會說女同

志學生的	T，人緣很好，具有優勢：

答：	我們（系）有（女同性戀）啊！女生幾乎大家都知道，滿多

的。

問：系上的？班上的？

答：系上的，大家都知道她是	T	啊！

問：T	很容易看出來喔？

答：T	又跟異性比較合得來，跟女性也合得來。

問：人緣還滿好的？

答：	就男性女性都很好。⋯⋯像我會覺得奇怪，T	啊！男生女生

都不會被排斥，可是	gay	的話，男生可能就會排斥，女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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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會。（W1�）

而一位大四的女同學更明白表示，體育系學生一般對「女同性

戀」接受度會較高的理由是：「體育系女同性戀，大家都知道，⋯⋯

幾乎班上都知道，這個人喜歡男生還是女生，大部分都知道！我覺得

女性在一起，不一定是要性的，有時候是想要一個心靈上⋯⋯相伴。

對！所以我覺得比較能接受」（W0�）。

所以「女同志無性，只是相伴」這樣的論述，似乎影響頗大，間

接也讓體育系的女同性戀學生處境不會太困難。但是，研究者認為：

雖然透過訪談得知女同性戀者的處境比起男同性戀者好得多，不會被

同儕排擠，大家也好像「見怪不怪」，但這都存在於個人的「包容」

層次而已，在文化或結構層次上對「同志」友善，仍是緣木求魚，這

可以從訪談中許多人都說老師對同志議題「不管」、「不談」、「看不

見」也「從沒提過」。就如	Johnson	與	Kivel（�00�）所指出的：女同

志的關係在運動界仍然被視為「另類性作為」（alternative	 sex	 acts），

不是一個獨立的心理與情感關係。整體而言，同性戀在體育系仍是

「不可說的秘密」。	

關於運動界的恐同，國外已有不少文獻探討過，Andersen

（�00�）更曾經明白指出，即使沒有外顯的歧視作為，光是對同性情

慾關係消音或壓制使其不見天日，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容

忍（tolerance）不是接受（acceptance），運動圈需要提供並滋養出讓

多元陽剛特質都能自在展現的空間，包含同性戀者的情慾與特質展

現。Brackenridge、Rivers、Gough	與	Llewellyn（�00�）指出，曾經

有研究證實同性戀運動員傾向朝個人運動項目發展，而非從事團隊競

技類運動，而無法出櫃對於專業運動生涯也是一項潛在傷害。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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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專業發展來看，營造性別友善的大環境應該是值得好好經營的目

標。就運動專業人才的養成來說是如此，對於培育體育人才的學習環

境當然亦同。

四、結論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初步獲得的結論有以下幾點：首先，關於

運動對於霸權陽剛的建構與增強，無庸置疑。但是，本研究發現體育

系的學習經驗和運動員的專業訓練並不相同！「想要成為體育老師」

的願望影響著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生活。除了「擔心被當」是個學習的

經驗，不分男女學生，都普遍有頗高的自我期許，亦即把每一科都學

好，畢竟以後想當老師，要有教學的能力，所以誠如他們自己所觀察

到的─「男女學生都很努力」─這和「當老師」的志願密切關

連。這方面的性別差異並不明顯，倒是有體育專長項目的學生和「一

般管道」入學的學生，有頗大的差異。前者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較多

障礙，尤其是「非專長」項目，但一般生面對各項術科的要求，阻礙

普遍都較小。有趣的發現是，不少學生表達在體育系的學習過程，讓

他們有機會發現自己在某方面的特殊潛能，體會到「自我突破的樂

趣」，男女學生都有類似經驗，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四肢那麼協調，或

是發覺自己原來也可以「玩」某項運動，學到技巧而且表現不賴，亦

即在學習過程中得到增能培力的經驗；當然挑戰體能極限、突破困境

也是讓體育系學生開心的學習成果，這類感受男女皆同，並無性別差

異。

其次，相對於男性運動員在大眾刻板印象中的的陽剛展現，體

育系學生的外表比想像中要「斯文」許多，想當體育老師的認同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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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讓他們根本不會擔心或焦慮自己「不夠陽剛」；但有趣的是，女

學生的外表，相對來說，就和「強化陰柔」差距頗大，除了一、兩位

舞蹈或體操專長者之外，大部分的女學生的確展現出較為「中性」的

氣質，而這一點觀察，在訪談資料中也得到證實。幾乎每一位受訪

者都表示他們有類似的觀察。而這些關於體育系學生外貌與特質展

現的觀察，似乎也可以間接呼應異性戀關係的研究發現：「體育系男

生」在情感關係中較無往不利，也就是學生口中的「有光環」、「吃

得開」。但女同學則無此優勢。

在情感關係的面向上，值得一提的尚有男同性戀的不可見與女同

性戀的平常性，這方面的差別待遇仍待未來研究細緻追索。但如前述

討論分析所示，對於女同性戀之包容並不代表對同志友善。要營造性

別友善的學習環境，這個理想仍然有待積極努力。

最後，研究者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限制與建議。關於研究限制，

主要在方法論的議題上，關於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否有性別差異

這樣的問題意識，透過訪談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自有其侷限；學生

幾乎沒上過性別的相關課程，性別意識較為欠缺，勢必會影響他們觀

看現象與詮釋經驗的視角，是以，「沒有性別問題」或「沒有性別差

異」也許不是實情，只是學生口中說的與眼中所觀察到的。我身為研

究者，察覺到此點並努力克服這一項侷限，呈現分析所得於此論文之

中，期盼拋磚引玉，未來能見到更多相關主題的探究成果。

另外，關於多元的陽剛／陰柔特質的展現，應該也是未來研究

可以深入探討的主題。如同	Clayton	與	Humberstone（�00�）探討參

與足球運動的男女學生之經驗，其研究證實種族和性別相互影響，

讓性別氣質呈現多元展現的動態面貌。體育系學生也不是同質的整

體，陽剛／陰柔特質在男、女學生身上的多元展現應該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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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或許不高，但值得深入探究，套用 Benjamin（�00�）的話

語：「是傾向，不是不可避免的！」（They	are	 ‘tendencies’	 rather	 than	

inevitabilities.）；陽剛或陰柔，男性或女性的主體位置，都可能有多

元展現，不是不能改變的固著特質或單一立場。目前正蓄勢待發的

「性別與體育」本土研究，未來可以針對這類現象和題材深入探究。

而關於體育系同志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處境探究，由於大環境之友善程

度仍然不足，若未憑藉特殊人際網絡，則不易尋找到適合的報導人與

相關資料來源。研究者力有未逮，期盼未來能見到更深入與嚴謹的相

關探究。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	當初為何選擇唸體育系？進入體育系之前的受教經驗或相關訓練經

驗為何？家人、師長與同儕之看法又為何？

�.	請描述一下班上的男女同學之大概樣貌，特別是差異的面向（男同

學和女同學有何不同？男同學內部差異？女同學內部差異？）

�.	體育系（男、女）學生的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面貌如何？

�.	性別／階級／族群／城鄉／性取向等差異會不會影響（如何影響）

體育系學生的自我認同、學習經驗、或生涯發展？

�.	在體育系學習的日子中，關於身體的感受、形象與相關經驗，最令

你印象深刻者。

�.	對於體育老師的工作表現與困境，有無任何觀察與想法？依你所見

（或想像），男、女體育老師之處境有何差異呢？

�.	專業運動員（競技選手）與體育老師的差異何在？你個人曾經想成

為專業運動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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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Lear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Departm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Mei-Hui You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body,	 and	 in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bodily	strength.	 It	 is	also	a	prime	field	for	

explor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body	and	gender	relation.	

Students	who	choose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ir	major	may	also	have	

to	overcome	a	number	of	obstacles	 in	 their	 learning,	 and	 in	 their	 daily	

school	lives.	This	research	is	concerned	with	examin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gender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er	has	 conducted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views	and	experiences.	Focusing	o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er	 examin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stu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when	they	choose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ir	major?	How	do	th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pret	their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researcher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gender	 and	 physical	 education	 must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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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gender	and	physical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more	empirical	inquiries	to	be	developed.	

Keywords:  gender	 and	 physical	 education,	 gender	 and	 sports,	

masculinity/masculinities,	 femininity/femininities,	

homopho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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