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推護婦運動 為教職員「掃障」
中大女副校張妙清投身性別研究逾四十載 積極審視大學制度

本身成長於女性教育程度

普遍較低的年代，她卻一路

攻讀至博士；因在醫院做臨

床心理學家時見到太多因受

到性侵犯而引發精神病的女病人，讓她決心投身性

別研究。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文大學副校長

（研究）、卓敏心理學講座教授張妙清已在香港推

動保護婦女運動，令政府修訂相關法例；近年她更

積極從性別角度審視大學制度，為教職員掃除生活

和發展障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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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月香港多宗涉嫌虐兒事
件，反映早期識別及預防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幼兒階段孩
子表達及反抗能力有限，更應是重點支援對象。20個教育
及社會服務團體昨日發表聯署聲明，促請政府在即將公佈
的財政預算案中，落實每兩所幼稚園提供一位駐校社工，
估計每年花費約3億元，便能加強對幼兒的保護。
20個聯署團體橫跨不同範疇及背景，包括教聯會、教評

會、教協、社聯、香港保護兒童會、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以
及多個幼稚園協會與校長會等，他們建議應參考現時中學
模式，由政府撥款為每兩所幼稚園/幼兒學校提供一位駐校
社工，而針對學生500人以上或社工服務需求較大的幼稚
園更要「一校一社工」，一方面為家長提供正向親職教
育，另一方面亦篩選高危家庭及早支援，並結連社區資
源，從而達至普及預防的效果，而一旦發生涉嫌虐兒個案
更可即時跟進及啟動呈報程序。
團體表示，去年特區政府收入達5,000億元，上述建議只

涉及增約3億元的經常性公共開支，對整體財政影響微乎
其微。

68幼園曾作先導獲好評
聯署發言人蔡蘇淑賢指，駐校社工在中小學行之有效多

年，早在上世紀90年代駐幼稚園社工已曾作試驗，2008年
業界亦已確認那是「重中之重」之福利議題，至2011年更
有68間幼稚園曾獲基金資助實行駐校社工先導計劃，無論
家長及老師的回饋均十分良好。
她表示，近日多宗涉虐兒個案說明，單靠幼稚園老師難

以建立健全的保護網，現時狀況刻不容緩，希望政府以實
際行動，正面回應社會的強烈訴求。
團體昨日同步將聲明遞交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教育事

務委員會及福利事務委員會，並尋求議員跟進。
跨黨派立法會議員對幼園駐校社工建議反應正面，財委

會副主席田北辰指，保護幼兒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認為在
政府大量盈餘下，只花約3億元即能為孩子提供多一層保
護。
他又表示，除社工支援外，幼稚園亦應同時加強教導小

朋友表達能力、自我保護意識及求助技巧，「雙管齊下」
保護兒童。
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葉建源及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邵

家臻亦支持建議，並將全力在議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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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談到我參加了AIE-
SEC為期6星期在印尼巨港
的旅遊推廣項目，與來自不

同國家及地區的15名青年當國際義工，其間到訪
過帕加拉蘭、澳崗區和盧布林高，有機會拜訪當
地官員，交流旅遊發展方面的意見，我們更曾接
受當地巨港電台訪問。當中有很多點滴、回憶很
值得回味，也收穫了珍貴的友誼，啓發了我的世
界觀。這趟文化交流之旅，成就了一個更勇於嘗
試的我，而今次我希望從香港人的角度，分享在
印尼的所見所聞。
相信香港人對「營多撈麵」不會陌生，在印尼

它是名副其實的國民食品，無論在超市、便利店
都有多元化口味供顧客選擇，如燒雞味、辣味、
牛肉味、素菜味等，我見過當地人整整一箱地買
回家，可見他們對撈麵的瘋狂。

炒麵飯算「國粹」花樣百出
此外，印尼炒麵飯也可算是「國粹」，很多餐

廳都有提供，且價錢非常相宜。同一道菜式，但
不同食店都有不同的風味、秘方和煮法，他們多
數都在飯麵裡面加煎蛋、蝦片和香料如葱、蒜
等。印尼人一般愛辛辣和炸的食品，炸雞、炸香
蕉、炸豆餅等，很多食材也用油炸。
由於宗教原因，他們不吃豬肉，雞肉是主要肉

類，也有沙嗲如牛羊肉串蘸花生醬。他們有用手
抓飯的習慣，洗手後會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
指三隻手指捏着米飯搓成團直接放進口裡。
同樣因為宗教原因，他們不喝烈酒，不過賓當
（Bintang）卻是很著名的國產啤酒，在巨港、峇
里島、龍目島皆可找到。印尼地跨赤道，盛產熱
帶水果如山竹、 蛇皮果、紅毛丹、牛油果、 熱
情果、大樹波蘿，街邊檔攤都有售賣鮮榨果汁和
椰子汁等，真是目不暇給。
起初得知住屋沒有熱水和空調提供，我只好硬
着頭皮洗冷水澡，後來竟慢慢適應。有些郊區地

方只用水桶，甚至沒有花灑洗澡，設施簡陋，而
廁所旁大多數有水龍頭的軟管噴頭，方便人們如
廁後用清水沖洗，與香港用紙擦的習慣不同。
印尼有些地區的基建不算先進，不時停電，交

通堵塞也是家常便飯，電單車隨處可見，但當地
交通方向指示不足，信號燈很少運作，於是駕車
者通常無視交通燈的存在，道路情況有點混亂。

貨幣面值大「百萬富翁」不是夢
在印尼要成為百萬富翁不是夢，當地貨幣為

「印尼盾」，其面值大，很多時我要動動腦筋計
算，看見礦泉水售價4,500元並不需要害怕，因
兌換後只是不過相當於3港元。
當地四季都是夏天，但是當地人穿着方面要忠

於信仰，故不能太暴露，穆斯林女性一般用頭紗
包頭，上下半身都是穿長袖衫或長裙、長褲。

伊斯蘭教徒每天5禱告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伊斯蘭
教在當地有主要的地位，亦是蘇門答臘的主要宗
教。他們有一天5次禱告的習慣，包括晨拜、晌
拜、晡拜、昏拜和宵拜，清真寺也隨處可見，甚
至在屋內的天花板也貼着方向指示，以便教徒找
到最近的清真寺。
因為我們的項目有時會到訪其他省市，車程長

至8小時至10小時，公路之旅途中總會遇上禱告
的時間，司機連同車上的印尼人會一起下車祈
禱，朝拜之前他們會先用水清洗自己，然後脫鞋
進入寺裡。他們對宗教的虔誠，令我留下深刻印
象。
雖然在飲食、住屋習慣和宗教，印尼人與香港

人大不相同，但只要抱持理解、包容和接納的態
度，我相信每一個文化都可以做到文明共容、互
相尊重，塑造和諧世界。 （二之二）

■香港城市大學
市場營銷學系四年級學生 陳浩怡

印尼體驗生活 學懂互相尊重

張妙清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自己從小熱愛讀書和
求知，又慶幸成長於一個尊重女性自我發展的家庭。

1970年，她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文學士，1975年
取得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
女生本科生才佔三分一左右，很多女生中學時已經要去工廠做
工，支持家中的男丁讀大學。」

女生表現突出 社會仍存偏見
隨着社會經濟發展、社會不斷呼籲、家庭子女數目普遍減少
等原因，女生投入社會工作的時間逐漸推後，升讀大學的比例
亦逐漸增加，「有趣的是，當年女生本科生還是三分一的時
候，沒有人去關注這個問題；現在女生比男生略多，卻有不少
人說『有問題』。問題在哪裡？我不明白。」張妙清認為，這
反映出社會部分人對女生表現突出還有一些隱性偏見。
張妙清博士畢業後返港開始關注性別議題，「在醫院的兩年

臨床心理學家的經歷和在中大的工作，我都看到女性遇到很多
障礙，甚至存在很多歧視。」因此，她於上世紀80年代推動
保護婦女運動，1985年提出成立香港首個以性別及婦女問題為
研究目標的研究組織「性別研究計劃」，又於1996年至1999
年間，出任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首任主席（見另稿），亦在中
大極力推動兩性平等。
根據中大提供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大擔任教授及以上職務的
女性僅佔18%，副教授佔31%，助理教授佔33%，均不及一
半。
張妙清認為，「男女家庭分工直到現在都很傳統，且無論中
外，即便是女性領袖都仍然認為家庭是第一位，會投入相應的
時間照顧家庭。」這或許會成為影響女性事業發展的因素之
一。

一天兩小休 舒適泵母乳
2013年出任中大副校長的她希望從政策入手，為女性鬆
綁，「中大的侍產假為5天，比現有法例規定的3天多了兩
天；又為女教職員提供哺乳室，並提醒部門負責人允許哺乳期
教職員一天可有兩個小休，令其名正言順地在舒適衛生的環境
泵母乳；中大亦為休產假的女教員，提供可選擇推後一年提交
審核的彈性處理機制；並建立支援網絡，請資深教授為新的女
同事做顧問，教她們於男性主導的科目中戰勝壓力。」
她認為，若想發展成一名女性領袖，則還需有一個必要因

素，「配偶需要十分支持，這會令女性減少很多後顧之憂，伴
侶還要有平等的觀念，欣賞太太工作成功，而非存在競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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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香港報
紙會把受性侵犯
女性的相片和名

字都刊登出來，對受害者造成很大創
傷，也影響其他人對她的態度。」加
入中大前，張妙清在醫院的工作令她
接觸到很多曾受到性侵犯的女病人，
「她們因為有這樣的創傷而患上精神
病，很難走出陰影。」問題的嚴重，
讓張妙清不再滿足於幫助個別病人，
而是開始推動社會關注相關議題，積
極發展相關知識。
「行動派」的張妙清早於上世紀70

年代，率先在香港推動了「war on

rape」運動，而中文名則特意選用
「保護婦女運動」，「那時『強姦』
這兩個字眼，對華人來說很敏感，所
以我們用了一個正面的名字。」當時
運動收到積極效果，成功推動當局修
訂法例，此後報紙不可以揭露強姦受
害者的個人身份。
張妙清一心希望改變社會現象，

「一定要有理論和實證數據的研究基
礎，才能有根據、有說服力。」
直到上世紀80年代，社會對性別議

題認識很少，甚至在政府亦沒有一個
部門特別關注和婦女有關的議題，張
妙清無法在任何地方取得研究所需的

相關數據，於是決心自己動手。時任
中大香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她提議成
立「性別研究計劃」，拉攏10位有興
趣同事加入，為香港首個性別研究單
位，該計劃後於2000年正式易名為
「性別研究中心」。
她續說：「那時大部分同事沒有

經驗，但有一股熱情，主要以女同
事為主。我們從很簡單的開始，在
自己專業範疇研究男女比例，或者
以女性為主題做一些資料庫。經過
30年的發展，現在就不再需要做這
些資料庫，因為研究多了很多，很
多範疇都有比較充分的本地數據供

我們參考。」

倡男女學者參與性別研究
張妙清一改西方婦女主義較為對抗

性的模式，「除知識為本外，我們採
取中國人社會合適的方式，從每個家
庭、男性身邊都有重要的女性為角
度，比如太太、女朋友、女兒，藉此
推動整個社會關注這個問題。」
她鼓勵男女學者能參與性別研究，

因為性別不只是女性，不過，她坦
言：「雖然參加這類研究的男性多過
之前，但始終還是女性多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推動修例 禁揭強姦受害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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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妙清指，因為自

己清晰知道方向，性
別未有阻礙其發展，

但她坦言，香港社會確存在一些「軟性影
響」，例如別人的眼光、機會等，對女性發
展很不利。另一方面，少數男士希望改變性
別定型角色時亦會受到很多阻力，「如果他
主力湊仔，就會有眼光覺得他無用，可男人
照顧他認為最重要的家庭，為什麼是失敗
呢？」
她強調，「理想的狀態是尊重每個人的

發展，無論這個人的社會地位是什麼，最重
要是不因性別角色、因社會對性別角色的評

價，而阻礙人們的選擇。」
張妙清於1996年1999年擔任平等機會委

員會主席，其間致力推廣平等機會概念，實
施3條反歧視條例，還製作過幼兒性別教
材，「從小教他們男女要性別平等，要懂得
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尊重，而不是簡單以性別
定型的傳統觀念區分彼此，局限選擇。」
她認為，香港發展環境距離兩性平等還
有很長的路要走。「女性高層領導比例仍然
那麼低，基層亦有失衡問題，這需要一步步
從基本價值觀念、自幼性別教育，以及制度
等方面逐步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教導男女平等 從娃娃抓起

■■中大為女教職員提供哺乳室中大為女教職員提供哺乳室，，讓她讓她
們可在舒適衛生的環境泵母乳們可在舒適衛生的環境泵母乳。。

中大網頁圖片中大網頁圖片

■■張妙清於近年注重從性別張妙清於近年注重從性別
角度審視大學制度角度審視大學制度，，為教職為教職
員掃除生活和發展障礙員掃除生活和發展障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作者到印尼進行6星期的文化交流，收穫甚豐。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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