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 日 香 港 -
早前東方球會的女教練陳婉婷帶領球隊奪得

2015/16年度香港超級聯賽冠軍，並獲健力士世界紀

錄大全頒發榮譽證書，引起熱議。「性別定型」一

直是社會關注的性別問題之一，在不同領域例如競

技、家庭、職業角色等都被提及。那麼，女性在不

同領域中面對由性別帶來的什麼壓力呢？這些壓

力從何而來？我們又該如何反思性別定型，以及

衝破性別定型帶來的局限？下文將一一詳述。

■麥挺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通識科科主任

1. 根據上文，指出性別定
型的原因和影響。

2. 承上題，各持份者可怎
樣減低這些影響？

3. 有意見認為「『男女平
權』並不能解決性別定
型的問題」，你怎麼
看？

1. 原因大致分為家庭、學校、朋輩和傳媒，影響包
括讓青少年被社會大眾認可、認為自己是異類、
感到自卑、個人發展受窒礙，甚至受到歧視等。

2. 政府方面，可推出具備性別敏感度的社會服務政
策；個人方面，可在成長過程中反思性別，嘗試
跳出性別框框，發揮自身的潛能。

3. 同意可指出男女生理上有先天不同，認清這個事
實才能在態度上改善性別定型，而不是從法律上
解決；不同意可指出大眾不一定有「性別定型」
的概念，從法律上着手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原因
．家庭
．學校
．朋輩
．傳媒

香港性別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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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外女主內、男強女弱等先入為主的
觀念，往往是社會的偏見，在香港也相當
普遍。最近有調查發現，部分小學教科書
的插圖出現性別定型的問題，如趕上班的
一定是「爸爸」，留家照顧孩子的一定是
「媽媽」。
婦女基金會研究報告指出，在香港絕大

部分的傳媒節目及廣告中，男性均會擔當
權威角色，女性則較常被刻畫為料理家務
的角色。
體育方面，足球歷來被視為男性主導的

運動，以往女性參與足球運動，有人會稱
之為「牛王頭」、「男人婆」。近年，雖
然女性在足球圈的參與及地位不斷提升，
例如：英超比賽已經有女性的球證和隊
醫，法國乙組球隊法克萊蒙特主教練是女
性，亦有3位香港女子足球員赴日乙踢
球，但女性在足球運動的整體地位仍不及
男性。
在香港，普遍被視為男性主導的運動還

有賽馬、哥爾夫球等，因此當中的女性備
受矚目。

背 景

性別定型性別定型
性別定型是社會對男女兩性別定型是社會對男女兩

性的標準期望及價值觀性的標準期望及價值觀。。傳傳
統統、、社會結構及文化因素社會結構及文化因素
等等，，令社會根據生理性別定令社會根據生理性別定
出兩性應有的性格出兩性應有的性格、、行為和行為和
特質特質。。預設的性別角色規範預設的性別角色規範
了個人在生活中各方面的選了個人在生活中各方面的選
擇及個性發展擇及個性發展，，不符合定型不符合定型
的人會被視為不正常的人會被視為不正常，，甚至甚至
遭受歧視遭受歧視。。

社教化社教化
一個人從出生以來即開始一個人從出生以來即開始

接受各種社會文化的影響接受各種社會文化的影響，，
經由社會環境中與人經由社會環境中與人、、事事、、
物的互動物的互動，，逐漸學習到認識逐漸學習到認識
自己自己、、了解別人了解別人，，並進而在並進而在
人際關係中學習到如何待人際關係中學習到如何待
人人、、律己律己、、循規循規、、守紀等合守紀等合
乎社會規範的一切態度乎社會規範的一切態度、、觀觀
念和行為念和行為。。這個學習社會角這個學習社會角
色與行為色與行為、、遵守社會規範的遵守社會規範的
過程稱為過程稱為「「社教化社教化」。」。

香港社會對兩性性格有「傳
統」期望，例如女性應溫柔賢
淑，男性則要剛強外向，不符
合性別定型的人或會被視為不
正常，甚至遭受歧視。
在職業角色上，這種性別角
色的預設更形明顯，例如女性
多從事護士、美容等較溫文的
工作，男性則多從事消防、建
築等較體力化的工作，凡此種
種預設的期望，均限制着個人
各方面的選擇及個性發展，並
造成某程度的不公平。

未婚已婚影響勞動人口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香

港的女性及男性」研究報告：
．本港勞動人口為男性佔

53%，女性佔47%
．已婚的勞動人口中，男性佔

58%，女性只有42%
．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
與率有67%，與未婚男
性的65%相若，但已婚
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只有46%，已婚男性卻
有71%。反映婚姻可能
令部分女性暫時或永久
離開勞動人口

．全職料理家務的已婚人
口中，女性佔98%，男性只
有2%

．在就業人口中，男性每周工
作時數中位數為48小時，比
女性的45小時為高
但隨着時代的轉變，現今愈
來愈多青少年兼具男性及女性
特質。單純地根據男性或女性
的特質作傳統性別定型，對於
新一代或已不適用。

有人認為，「社教化」是導致性別定型的主要
原因。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作出學習、調
整，讓自己的外貌、行為、職業等符合所處社會
的規範，為社會所接受。而社會上有各種社教化
的媒介去塑造個人，令個人學習及迎合社會規則
與期望，這些媒介包括：

家庭
家庭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社教化媒介，父母的言

行成為子女的模仿對象，父母的價值觀也會影響
子女的價值取向。
傳統家庭的父母有不自覺的性別定型傾向，對

子女的成長期望會遵循傳統男女的性格和角色分
工，所以女生做男子足球教練會被家人覺得不適
合，因為不符合傳統的性別分工。

朋輩
志向相若的朋友會互相學習，並在彼此間傳遞

社會規範、互相影響和獲得認同。以上述陳教練
為例，她可能獲得了相同志向的朋輩鼓勵，加強
她做足球教練的決心；也可能有一些朋友會覺得
她不適合這個工作，勸她放棄。

學校
學校是一個小型社會，青少年除了在學校學習

知識和技能外，亦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及對不同性
別的期望。學生或許會期望男生在運動上更快更
高更強、女生應該在學術上名列前茅，這可能就
是最初期對性別定型的建構。

傳媒
社會大眾每天接收傳媒提供的大量資訊，當中

包含各樣隱性的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模式，受眾在
潛移默化中領受了一套性別角色和社會行為模
式，例如女性多數是在家裡照顧孩子、男性多數
是外出工作賺取收入。

社會期望或限制個人發展
現 況

行為成榜樣
VS

「異類」遭白眼
正面
從個人成長的角度而言，性別定型有一定

的好處，它可以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具體、可
依循的榜樣，青少年通過模仿這個榜樣的外
觀、行為模式，學習如何被社會大眾認可。

負面
性別定型局限了個人成長的多元發展。青
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擔心自己與其他同
性別的人的發展不同而遭受白眼或歧視，會
覺得自己是異類，或因為自己未達到某些性
別定型標準而產生自卑。
因此，大部分人會跟隨社會傳統的性別定

型，即仿效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定型作人生
發展，但這樣會窒礙了個人的潛能發展。

職業也分「雌雄」？
就如香港著名化妝師

Zing， 按照傳統的性
別定型，化妝師應該是
女性的工作，如果Zing
因為社會的性別角色而
不從事化妝師的工作，
那麼就不會有王菲和鄭
秀文的經典造型。
性別定型也可能造成

職場上的不公平，甚至
歧視。性別定型可能
讓人們對不同性別在

工作上有不同的期望，又或在同一個職位對
不同性別採用不同的要求，造成工作上的不
平等。
性別研究學者黃結梅表示，性別常規不只

局限了個體的多面向發展，更透過人際關係
延展，發展成隱含權力的社會關係，將不合
乎性別預期的人推到層級關係的底層。她指
出，性別期望的社會標準往往由一小撮的中
上流人士定義，大眾卻將這具備學識、才幹
和經濟能力理想化的標準加諸所有人身上。
然而，大部分人都無法達到這些標準而受到
批評，凸顯了這些所謂的標準的荒謬。

4社教化因素塑人格

女性地位升 仍未及男性

小 知 識 社服着手 拋開成見
政府

政府在政策層面，應制定具
備性別敏感度的社會服務政
策，以辨識兩性在社會和經濟
轉型下承受的不同壓力；察覺
兩性對社會服務需求的不同面
向；以性別審計方法檢討分別
求助社會服務的具體情況；以
及協助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轉
型。

個人
不應簡單地以為「男女平權」就解決

了性別定型的問題。我們要認識到男女
先天有各種差異，無論是身體素質還是
精神心理上，男女不會完全相同。
所以，青少年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
多反思個人對不同性別的看法，跳出性
別框框，按每人各自的性格、能力或身
體條件，盡情探求自己在不同方面的潛
質並加以發展。

影響
．被社會大眾認可
．認為自己是異類
．感到自卑
．個人發展受窒礙
．「異類」受到歧視

解決辦法
．政府推出具性

別敏感度政策
．學校教育
．個人反思

■■化妝師化妝師ZingZing（（右右）。）。

■■陳婉婷正在訓練球員陳婉婷正在訓練球員。。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社 會 上 的社 會 上 的
「「家庭主夫家庭主夫」」
漸多漸多，，反映性反映性
別定型有瓦解別定型有瓦解
之勢之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婉婷陳婉婷（（中中））與東方球會球員慶祝奪與東方球會球員慶祝奪
得去年度香港超級聯賽冠軍得去年度香港超級聯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唯一現役女騎師香港唯一現役女騎師
蔣嘉琦蔣嘉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