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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咖的生命啟示【多肉女子生存之道】
#關鍵字
胖子、身體意象、通用設計、刻板印象、偏見、身體平權

一、 生命教育內涵
(一)生命教育五大主題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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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概念：
類
別

項目

Ａ
哲
學
思

a 思考
素養

考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生 1-V-1 具備適切的
生 Aa-V-1 以偏見及謬誤的各種形式呈現思考的阻礙。
思考素養，以進行人學 生 Aa-V-2 正確思考的基本邏輯。
及人生三問的探討。
生 Aa-V-3 正確思考的方法與技能：掌握事實、分辨價
值，並能對特定觀點或立場進行判斷。
生 Aa-V-4 正確思考的情意與態度：摒除阻礙思考之負
面因素，建立適切的思考美德，以達立場不必中立，態
度必須公正的理想。

b.後設
思考

生 1b-V-1 具備適切
生 Ab-V-1 對思考進行思考，以動態掌握思考的本質、
的後設思考素養，不斷 方法、情意與態度。
發展與精進自身對思
考的理解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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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b 人的

生 2b-V-1 能以適切

生 Bb-V-2 什麼是「我」？「我」是誰？-「我」 與「我

人
學
探
索

主體性
與自我
觀

的人學為基礎，探討人 的身體」、「我的心理」、「我的理性」、「我的感性」
生終極課題，進行價值 以及「我的靈性」的關係與差異。
思辨與靈性修養。

D.
價
值
思
辨

a.道德
哲學的
素養及
其應用

生 4a -V-1 具備對道
生 Da-V-3 釐清個人行為及公共事務等議題中的迷思，
德、個人行為及公共議 掌握正確探索相關課題的方法。
題進行價值思辨的素
養。

二、影片簡介(人事時地物)
「胖」往往與許多污名連結，被視為一種需要改變的狀態，對 Amy 與馬力來說，胖胖的
身體曾經是個牢籠，讓她們看不見自己的價值。兩人在生命歷程中跌跌撞撞，花了許多時間
才慢慢學會與自己的身體和平共處，體悟到「胖」讓她們看見不一樣的世界。兩人在 2015 年
底一起組成「肉彈甜心」，用幽默又有條理的風格重磅出擊，推廣「身體平權」，希望社會
對身材與美麗的標準不再如此單一，可以撐開更多友善的空間。

三、教學準備
青少年階段，由於生理及心理的快速成長與變化，青少年對於自己的外型特別敏感且在
意，尤其正值自我認同的階段，同儕間的評價更深深影響著孩子自我概念的建構。教師在進
行此一主題的課程前，須先了解教學班級中的同儕氛圍，是否有學生正因自己的身材外型被
同學嘲弄，即便沒有，也須留意是否會有學生因為自己較肥胖的外型而把自己對號入座，此
一課程的設計與提問，是希望喚起學生對他人的尊重，無論別人的外貌、身材、膚色、性別、
聰明才智等面向如何，都應該有身而為人被尊重的權利，也希望引導學生去思考我們每個人
是如何受到社會評價、媒體的影響，建構自我的身體意象，省思當中是否有偏見或歧視之處，
進而修正自己的想法。
教師在教學前對身體平權、身體意象、通用設計等專業名詞先進行了解。

四、提問反思
(一) 設計問題(引導學生透過提問掌握影片核心意義)
1.

2.

馬力與 Amy 為什麼會因為胖而受到一些負面的評價？你(或社會)對『胖』的人的印象
是什麼？這些印象是如何塑造而成的？有偏見或謬誤嗎? 我們對女性的身體偏見與男
性的身體偏見又有哪些?(哲學思考)
你覺得甚麼樣的長相和身材才是『美』？社會上對外表『美』的定義又是甚麼？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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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女性的標準是否不同？這些標準從何而來？你認同嗎？(哲學思考)
3.

4.

你的身材或外表也曾帶給你哪些經驗？它們是如何影響你對自己的看法？生活中，我
們也很常不經意或故意對他人的身材或外表做出評價，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行為？(人學
探索)
對於胖的人在捷運座位上『多』坐了一些位子的情形，你如何看待？你覺得我們所處
的環境對不一樣身形的人友善嗎？說說看自己的想法並試著舉出生活中的例子。 (價
值思辨)

(二)觀念的引導與反思
1.

馬力與 Amy 為什麼會因為胖而受到一些負面的評價？你(或社會)對『胖』的人的印象
是什麼？這些印象是如何塑造而成的？有偏見或謬誤嗎? 我們對女性的身體偏見與男
性的身體偏見又有哪些? (哲學思考)
這題主要是在討論哲學思考裡的偏見與謬誤。這個問題可以引導學生去思考，為
什麼我們一般比較容易對胖的人有負面的評價？造成肥胖的原因可以從哪些角度探
討？了解這些原因之後，有沒有可能用更包容的角度去理解？
在哲學思考的學習重點中，我們引導學生在思考問題時，需要按照正確的途徑和
方法，以邏輯思考為基礎，正確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進行思考，若非經由正
確的思考途徑，即對於特定團體的特質有既定的信念，乃刻板印象。而若進一步對特
定族群或團體的人有負面情緒，則是一種偏見。
馬力與 Amy 相較於一般社會大眾，屬於較肥胖的體型，從小即因為這樣的體型，
飽受各種冷嘲熱諷，例如，被嘲笑衣服穿不下、被取各種體型大的動物綽號(乳牛、鯨
魚等)、被質疑喜歡同性是因為找不到異性對象等，甚至自己的照片在網路上被惡意移
接成減肥宣傳廣告、然後還被各種不堪入目的留言辱罵等。其實不只馬力與 Amy，在
我們的社會裡，『胖』的人似乎都容易被他人用負面的詞彙取笑及嘲弄，例如：貪吃、
懶惰、不喜歡運動、自制力差、不健康、遲鈍、不愛乾淨等，但到底這些印象是如何
被建構或塑造而成的？是事實抑或其實參雜了刻版印象、偏見與思考謬誤呢？
或許有些肥胖者是因為貪嘴或本身不愛運動導致新陳代謝變慢造成肥胖，但我們
是否就能因此用歸納法推論出所有的肥胖者都是本身不努力造成的？在歸納推理過程
中，即便經過一定量的觀察，最後推導出來的規律或結論，仍可能有侷限性，不具備
必然性。舉例來說，社會上有些造成肥胖的因素，就可能來自於遺傳、先天體質之原
因，如罕見疾病中的小胖威利症；亦有些情況是不可避免之原因，例如服用藥物之副
作用、產後身材難恢復等因素；有些時候，胖甚至是內心狀態的展現，可能來自憂鬱、
躁鬱，也可能源自於生命中的議題。例如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的研究生蔡培元，在碩
士論文《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中寫道，自己的胖，源
自於對母親成就感的滿足，他無能為力地面對被家暴的母親，只能靠把桌上的食物吃
光，滿足母親烹飪上的成就感(陳宣澍，2017)。
因此倘若用懶惰、貪吃、不愛運動、自制力差等負面形容直接套用在所有肥胖者
身上，恐怕不是邏輯思考中的好的判斷，因為它並未基於客觀事實，並不是所有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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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懶惰、貪吃、不愛運動造成的，事實上，有些熱愛運動的運動員就必須維持一
定的重量、控制飲食才能成為運動員，例如鉛球選手、舉重選手、拔河選手等，因為
他們需要有身體和力量才能把球丟更遠、把目標訂更高。有些肥胖者因為知道自己容
易流汗有體臭，反而更注重自己的身體清潔等，因為知道自己身形肥胖，反而更注重
飲食的控制。若用部分負面的例子做出絕對性的結論，恐在推理過程中已犯下了思考
謬誤，不但是一種刻版印象信念及偏見，嘲弄的言語或鄙視的眼神、對待方式，都很
可能延伸成歧視行為，造成當事人莫大的傷害。
馬力與 Amy 的遭遇，其實也是社會中許多肥胖者的生活縮影，許多身材肥胖者從
小就常遭受到各種言語或行為上的調侃、戲弄、嘲笑、辱罵與歧視，他們無處可躲，
自卑無助，造成內心相當大的陰影。然而，在我們隨意地對肥胖者驟下評論前，是否
應先問問自己，我們到底依循的是正確的判斷，抑或是犯了思考中的謬誤，刻板印象與
偏見？這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與反省的。
2.

你覺得甚麼樣的長相和身材才是『美』？社會上對外表『美』的定義又是甚麼？對男
性與女性的標準是否不同？這些標準從何而來？你認同嗎？ (哲學思考)
這題主要也是在討論哲學思考裡的偏見與謬誤。可以引導學生思考，社會上對外
表『美』的定義從何而來？對男女的標準是否不同？這些標準是否受到那些社會文化
或世俗的偏見、謬誤影響？
甚麼是美？維基百科指出，各個時代或者民族對於美的定義不大相同。例如春秋
戰國的楚國楚靈王喜歡腰細的女子，不少宮嬪因為節食減腰而餓死，故此有「楚王好
細腰，宮中多餓死」的說法。漢朝趙飛燕以身材輕巧見稱。而唐朝時則崇尚豐滿（肥
胖），認為肥胖的人生育能力強，武則天與楊貴妃都是身材豐滿的女人，「燕瘦環肥」
就是指趙飛燕和楊玉環。此外，中國古代有不少男性戀足，纏足的習俗相傳起源於五
代十國南唐宮中。明清時認為有三寸金蓮的女性才是美女，所以不少女性被迫纏足。
中國傳統上病態美的女性亦受到喜愛，給人一種柔弱、楚楚可憐的感覺，激起男性的
保護慾，例如春秋時期越國美女西施，相傳她心痛時捧心皺眉的樣子很迷人。著名小
說《紅樓夢》裡的林黛玉也是病態美的代表人物。然而即便這些中國各朝代的審美標
準都不同，但可以發現的是，審美標準常常是為了迎合男性的眼光而去塑造體態。
時至今日，我們的社會對於『美』的定義，還受到大眾媒體相當大的影響。女星
名模皮膚白、豐胸翹臀、高挑纖細的身材、性感火辣的外型，附加各種美白瘦身產品
的廣告，意識形態的影響，讓大家對於美的標準有了一致的要求。以肥胖為例，在台
灣，對肥胖的概念(定義)雖然是：體重除以身高（單位公尺）的平方，18～24.5 之間為
標準體重，肥胖（obesity）則定義在 BMI 27 以上。因為超過這樣的標準值，可能容易
成為個人健康的一大威脅，例如容易導致糖尿病、腎臟病、整體健康狀況惡化以及死
亡等多種風險。但我們卻發現，現今社會許多女性，即便 BMI 值介於標準體重範圍內，
仍會被歸類為體型過胖。於是，許多女性因不滿意自己的身體，花大錢去瘦身、減脂，
有些女性還因過度節食而患上飲食失調，如厭食症、暴食症等。不只如此，媒體對美
女形象的鼓吹，還包括：身材火辣、皮膚白皙、胸部要大、屁股要翹、留長頭髮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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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等；讓許多人以為，這些就是受男性青睞的標準，因為不滿意自己的外表，於是花
大量金錢去整容，例如拉臉、隆胸、隆鼻、削骨等。
至於對男性的要求，社會期待要求男生要有肌肉、力氣要比較大、一高遮百醜、
壯碩才能被依靠等，人們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審視和評判別人的身體，其中又以女
性更被嚴格地要求，大眾媒體不斷地用不同的方式鼓勵大家，告訴我們「只要努力瘦
身、健身，完美身材的願望一定能實現！」
。於是，這些完美的『理想』變成『標準』，
也造成了另一種社會期待，只要沒有達到標準的人就該受到鄙視，因為是自己不夠努
力。 然而這些標準到底從何而來？盲從？意識形態？傳播媒體的誤導？究竟是誰可以
去定義『美』的標準？個人感受是主觀的，社會民情、文化的不同，對美的標準也會
有所不同，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美的要求不同、即便是同一個國家，不同的時空背
景對美的期待也有所不同，或許下次在評斷他人是否『美』時，我們可以先問問自己，
對『美』的標準從何而來？有道理嗎？我們到底依循了正確的判斷抑或是偏見、謬誤？
這是值得我們好好省思。
3.

你的身材或外表也曾帶給你哪些經驗？它們是如何影響你對自己的看法？生活中，我
們是否也很常不經意或故意對他人的身材或外表做出評價，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行為？
(人學探索)
這題主要是在討論人學探索裡的人的主體性與自我觀。這個問題包含兩個層次，
第一帶領學生去接納自己，第二是提醒學生不要因為自己的偏見，造成對別人的傷害
或負面影響。
影片中 Amy 提到:「……尤其是女性，不管他們是長什麼形象，他們總是找得到自己
不舒服的地方」。謝莉君(2016)提到，2014 年 10 月時，內衣品牌─Victoria's Secret 曾用「完
美的身體」做為行銷口號，搭配高挑、纖瘦的模特兒形象照片，放送著完美身材的定義。
當時社群媒體紛紛發起串連，抗議單一的完美身材標準。時至今日，社群媒體又帶來多少
比例的多元身材標準，在購物平台上的模特兒、偶像劇中的女主角、偶像團體中的歌手成
員……等，我們看到的理想身材樣子是什麼?

就像影片中提到:「為什麼這個社會是用顯微鏡去看每個人的身體?」，也許對多數人
而言，在目前的社會環境，光是自己的身體外貌，就足夠用盡我們這輩子極大的時間心力
才能去接受。當你對自己身體外貌的在意、不喜歡時，這個不滿意是如何影響你的生活日
常?你的裝扮考量點、對於要換夏季衣服、上游泳課的感覺、在面試會場……等等。
從馬力和 Amy 的例子中，其實不難看見生活中大家對『特別』的人的評價及對待
為何，只要我們較一般人不一樣，例如特別矮、特別高、特別黑、特別畸形、特別有
錢、特別窮、特別笨等，很多時候這些「特別」就容易被別人當作攻擊的對象。但試
想，這些「特別」的人也是「人」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心中對「人」的定
義標準是什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有給予他們身而為人該有的尊重，及同樣身
而為人會有的同理與行動嗎?如果社會對於「人」該有的樣子有單一價值，無法包容差
異的共存，胖的人在社會中反覆地遭遇陌生人對他身材的「凝視」；似乎任何人都可
以以「為你好」的善意理由，建議他還可以為他的身材做何種努力；買不到適合自己
的衣服……等，胖的人又如何能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長出自信，這真的是太強人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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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

對於胖的人在捷運座位上『多』坐了一些位子的情形，你如何看待？你覺得我們所處
的環境對不一樣身形的人友善嗎？說說看自己的想法並試著舉出生活中的例子。(價值
思辨)
這題主要是從價值思辨的角度來談公共議題。藉由胖的這個問題，可以引導學生
去思考，我們的態度是否會讓不一樣身型的人感到不友善？進一步思考，甚麼樣的環
境是一個友善的環境？
馬力和 Amy 曾因為在網路上貼了一張並肩坐在捷運的三人分座椅上的照片，引發
網友在照片下留言。這些留言大多是關於肉彈甜心身材的攻擊言論『死胖子、滿腦腸
肥、肥豬、自我感覺良好等』
，認為他們佔了別人的位置還抱怨空間不友善，肥胖的人
浪費社會資源，憑甚麼『多』佔一個位子。事實上，肉彈甜心的本意是試圖討論我們
在公共空間「收納」自己來配合別人是多麼困難、勉強，希望環境能夠更友善，讓更
多的人可以自在地使用公共空間，只不過這些文字沒有得到什麼迴響，反而引來許多
負面留言，也讓我們發現，原來在許多人心目中，是無法接受或理解為什麼政府要為
了少數人而增設某些設施的，特別『肥胖』者常被認為是自己不努力造成，我們的政
府更不該為了他們浪費公共資源。
然而，先不論身體不方便或身材不主流的人是如何造成的，一個友善的社會環境，
理應能照顧每個不同需求的人，公共設施設立的目的就是希望盡可能讓所有人使用，當然
也包含身體不方便或身材不主流的人。「公共」空間設計應該要考量到更多群體的需求，
而不能只以「主流」需求為依歸。我們從過往推廣無障礙環境到近幾年通用設計的理念，
就是希望社會環境要能夠融入所有的使用族群，消弭弱勢族群跟一般人之間的隔閡，而
不是把特殊的使用族群另外安排在另一個世界裡。朱家安(2018)指出，社會在設計通用設
施的時候沒考慮到少數特殊情況者，這聽起來是社會應該要檢討，而不是他們要配合社
會。在社會上，障礙並不注定帶來不便，而是端賴我們是否把社會設計成對障礙族群不利
的樣子。例如，在許多餐廳及賣場，會遇到小孩子吵鬧不休的狀況，我們要考量的，是否
是環境的擺設讓小孩無法自在活動，而不是苛責帶小孩的家長無法有效管教小孩；在階梯
地方增設坡道，並不是為了輪椅者增設公共設施，而是讓每個可能的需求者，例如意外受
傷的人、推娃娃車的家長、行動不方便的人、任何人在需要時，都可以自在且平等使用此
公共環境，去除社會原先以主流想法設計而加諸在少數人身上的不體貼設計。
因此若問我們的公共設施可以如何對多肉者友善，或許捷運上的座椅可以不要是單一
分隔的座位，若改成一排式的，那麼無論是胖瘦的人都可以不受單一位子的拘束，自在地
享有座位空間。電影院、餐廳、演出觀眾席等座位，可以有較大的座椅空間供民眾選擇，
不用使肥胖者必須努力『縮小』自己以符合狹隘的空間限制。

(三)創意提問
1.
2.

你對這兩位女性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她們的職業？關係？想要表達什麼？猜她們的粉
絲專頁在討論什麼？
造成肥胖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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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對於整形的看法是甚麼？為什麼有人想要去整形？

4.
5.

如果你有機會去整形，你會想要整哪個部位？為什麼？
如果你是一位設計師，你會想要如何設計公車/捷運/電影院座位空間/衣服/內衣/泳衣
等，以能同時兼顧經濟效益及對多肉者的友善(可擇一項目發揮)?

五、教學提醒
(一) 對多肉者的評價可能也有性別上的偏見。
可以引導學生換位思考，如果肉彈甜心是兩位男性，他們的經歷會有哪些異與同？
這個社會對男性及女性身材的標準有哪些不一樣？是甚麼原因造成這些差異？身為
女性或男性，對這樣的現象有哪些看法？
(二) 留意班上身形較肥胖的學生對此課程的反應。
身形較肥胖的人在很多團體中都存在著，有些人可以欣然接納自己的身材，有些人
嘴巴上不說但內心相當在意，有些人則是正因為身材飽受別人嘲弄之苦。青少年階
段的孩子，特別在意同儕間的評價，教師在進行此課程時，須留意避免同學畫錯重
點，將影片中的多肉者影射成班上某些同學，以戲謔的方式開同學玩笑，造成標籤
化的負面效果。
(三) 除了「胖」的議題外，也可延伸帶領學生思考不同「人」的議題。
例如:面對顏面損傷者、精神障礙者……等等的預設立場及態度，及思考可以如何為
這群看起來不一樣的人提供友善的環境。

六、延伸議題
十九項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科技

○能源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

○生命

○法治

○資訊

○安全

○防災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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