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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是BL？
　　Boy’s Love是指「一個由女性創
作、女性消費，並從女性的觀點來描

繪男性之間「同性愛」的文本。」(引
自Cocome, 2016)。
　　與同性戀不同，其根源是以女性

視角，所發展出來的浪漫唯美愛情，

因此我們也常看見BL使用另一個稱呼
「耽美」。BL作品源自日本小說及漫
畫，隨著動漫文化的盛行，逐漸擴散

至全球各地，而熱愛BL文本的女性就
被稱為「腐女」。

　　那BL到底怎麼發展出來的呢？
要了解其脈絡，我們就需要先回到

「性別刻板印象」與「異性戀本位」

兩大觀點來看。

�性對於

性別刻����

異性戀本位的故事

�到��

　　長久以來，社會上充斥著許多對

於情感關係的刻板印象，搜尋歷年偶

像劇與愛情故事，絕大多數的劇本都

有「英雄救美」的情節，似乎無時無

刻在告訴著女生們，妳應該要柔弱、

應該要等強而有力的男性來拯救。

　　滿滿都是套路的設定，往往使人

感到無趣，同時不禁令人思考：

男性一定得保護女生嗎？

難道他們不需要被保護嗎？

　　再者，劇情總以異性戀為前提，

也使人懷疑：

男生只能喜歡女生嗎？

為何當我們提到一個人的另一半，

總是自然而然的就認定是異性？

有沒有機會來個反轉呢……

ʕ◉ᴥ◉ʔ？
　　在這般脈絡之下，創作者逐漸將

疑惑加入自己的想像，揮灑於文本

中，由男性來保護帶有陰柔氣息的男

性，這樣的設定漸漸浮上水面，BL的
世界從此發揚光大。



當世界不存在

  「性別」
　　為什麼大多數喜歡BL的人都是女生？
　　雖然近年來有不少男性挺身而出，告訴世人自己是「腐男子」，

但仍以女性占多數，這個原因可回歸到父權體制下重男輕女的社會現

象。即使我們不樂見，但性別往往仍是不平等的，尤其女性更容易覺

得男女之間充斥著不可抹滅的落差，甚至最後反而也「習慣了」。

　　當BL世界裡的女生們都消失了，只剩下男生，不再讓人意識到性
別差異在社會上的影響，女性反而更能從中感受到，發自內心真實的

解開束縛，也因此BL更受到女性的喜愛。
　　回歸異性戀本位，倘若這個世界上的男人不再受生理性別影響，

異性戀本位在此也將不再成立，我們更能直接感受到所謂的「真

愛」，因為「我愛你，不是因為你的性別，我愛的是你的靈魂」。



　　過去對於BL這樣的次文化如同宅文化一樣，我們往往避而不談，
就連要承認這是自己的興趣都像是一種「出櫃」，如今影視媒體逐漸

意識到來自次文化客群的重要性，BL向的偶像劇、電影及小說等，充
滿力道地在各大平台上宣傳著，腐女的「金錢力」促使BL朝向一個嶄
新且開放的高峰。

　　以多元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說，BL文化正在用潛移默化
的方式，將多元性別平權推入大眾的眼簾，帶給社會一種對體制與文

化的溫柔提醒。

　　而BL也是給予喜愛他們的人一個釋放自己壓力與妄想的舞台，
畢竟，現實生活不能做的事那麼多，

在漫畫小說裡，我當然要盡情發揮阿～(燦笑)

BL
是對�制�⽂�的溫�提�



好書推薦
腐腐得正：男人的友情就是姦情！
／Cocome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初版 2016

參考書目
Cocome（2020）。腐腐得正：男人的友情就是姦情。台北：奇異
　　果文創。
劉品志（2014）。「腐女」的幻想與望／妄想（碩士論文）。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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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對性別及多元文化有更多了解，最終，仍然需要

回歸一個核心議題，就是「尊重與平等」。

　　邀請你與我們一起拋開框架與束縛，保持著對不同文化

的好奇及彈性，共同打造多元尊重的友善校園環境，讓每個

人都能勇敢且安心地走出「櫃子」！

　　若你的生活中正面對類似的困擾，但不知道該如何傾

訴，歡迎你至所屬校區的諮商輔導組，我們很願意陪伴你探

索，找回喜歡的自己。

結語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Cocome/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kiwigo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Cocome/adv_author/1/


受限的覺識水準

較複雜棘手的醫學治療狀態

沒有溝通系統

　　一個人具有兩種以上殘障現象稱為多重障礙，例如一個智能

不足的學生又有重聽，可稱為多重障礙的學生。

　　一個腦性麻痺的學生，如果具有語言障礙或智能不足現象，

也可稱為多重障礙的學生。

　　重度或多重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比起單類障礙學生要來得複

雜，如果以最具挑戰性的學生而言，從Thompson和Guess對實
務教師所做過的一項調查研究來看，實際任教者所認知的「極重

度障礙者(the most profound disabilities)」有如下特徵:

   　即他們對刺激、環境或人物的變化缺乏察覺力，受限的反應導
   　因於生理障礙及缺乏自主性動作。

　   如大多伴隨嚴重癲癇、慢性呼吸道問題、嚴重的飲食困難、肺
   　炎等。

　   多重障礙學生並不必然是重度障礙者，以下係從社會及溝通行
   　為、自我照護能力、動作能力和其他部分來思考多重障礙學生
   　可能的身心特質。

何��重障�
林佳樺資教輔導員　撰



社會性行為

溝通技巧

自理能力

行動能力

�重障�學⽣學���

多重障礙學生多數缺乏適當與他人

力，如合作、社交禮儀等在公共場合

中的行為是相當需要的，然而多重障

礙學生的表現，往往不易被不了解障

礙者的正常人所接受。

許多以智障生為主的多重障礙學生以

及自閉症為主的多障兒童和成人都無

法用口語溝通，有時會因無法用語言

表達基本需求，因此會發展出不適當

的行為，警如哭泣、攻擊行為與發脾

氣等。

多數的多重障礙學生缺乏生活自理能

力與技能，像儀容整潔、飲食、穿

著、如廁等技能，多重障礙學生學習

都需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或在學習

上亦有可能會發生困難。

大多數的多重障礙學生都缺乏身體移

動的能力和理解記憶的能力，尤其對

於伴隨有肢體障礙的多重障礙者而

言，會有所限制。

混障是什麼東西？-
劉麗紅/著 凌華教
育基金會

　　(02)8226-8515
　   肢障、視障、聽障

最後的學分 - 湯靜
慈/著 寶瓶文化

　　(02)2749-4863
　   類風濕性關節炎、
   　癌症

多重障礙的好書推薦

http://www.taosheng.com.tw/bookfiles-10J/bookfiles-10J053.htm
http://tw.myblog.yahoo.com/grace-tang
http://adlinktech.org/
http://www.ta.org.tw/book/j1_35.html
http://tw.myblog.yahoo.com/grace-tang
http://aquarius0601.pixnet.net/blog


　　多重障礙的孩童由於腦部或脊髓

受傷，常會有不自主的反射動作與姿

勢異常；有時更因新陳代謝荷爾蒙分

泌異常，有些有發展遲緩、持續性惡

化或老化的現象；有些則因障礙或損

傷伴隨有癲癇、呼吸問題、耳朵感

染、皮膚潰爛、氣喘、過敏等現象；

有些則有視覺、聽覺或兩者以上的感

官障礙或損傷等等。

生理發展

　　雖然有些多重障礙並沒有損傷及

影響其智能的情形，而可以和常人學

習聽、說、讀、寫、算等基本學業技

能。但多數的多重障礙學生在基本學

科，如閱讀、算術、寫字、寫作方面

的學習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也因此影

響其日常生活技能的發展。

學科學習與認知能力

　　目前雖有許多研究文獻指出，多

重障礙學生的職業技能還不足以進入

就業市場，但這並不表示多重障礙學

生完全不具有接受職業技能，很可能

是由於多重障礙學生上未曾接受有效

的職業訓練與就業安置之故。

職業技能

　　多重障礙者，通常會伴隨著其他

障礙，而且當障礙程度越嚴重，伴隨

著其他種的障礙也就愈多，可能性也

愈大。不過有些多重障礙的兒童會有

自我刺激的行為，譬如身體或頭部的

前後搖晃、彈手指、磨牙、旋轉物

品、玩弄或咬手指等等。或者有自傷

的行為，如用自己的身體或頭部撞擊

堅硬的物體或牆壁、打、擰、抓、

搔、挖、咬自己或戳眼晴或受傷的傷

口等等。

其它特�

�重障�學⽣學���



�重障�學⽣�學�輔�原則

融合。

合作的團隊。

統合治療。

有系統地、以活動為基礎的教

學。

以資料為基礎的決策。

正向行為的支持。

　　多重障礙學生的教學原則，教師

應依據這類學生較為複雜和多樣的特

殊需求，規劃發展性或功能性的課程

模式。Brown和Snell指出，學校實
務中最具效度的重度障礙學生的需求

的教學：

　　以下列出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相

關的教育及輔導重點：

1.設計功能性課程
　　「課程設計」的考量要素包含內

容、目地和歷程、環境；其層面含括

學生學習的整體經驗。在考量重度障

礙課程時，重點不僅是「學科的內容

或教材」，更重要的是在「學習的計

畫」以及「和環境互動的過程和經

驗」。因此，重度障礙課程特別注重

在如何幫助他參與—及講求「功能

性」。

2.教導動作技能及規劃無障礙環境
　　教師在面對患有腦性麻痺的多重

障礙者時，要特別注意其自主和反射

動作，粗大和精細動作、各種情境下

的擺位和移動等有關發展和學習的課

題。在面對視障兒童時，則要特別注

意其如何功能性地利用殘餘視覺或其

他感官能力來發會動作技能。一般學

校系統可以向縣市教育局特教資源中

心申請物理治療或職能治療等專業服

務，由教師在自然環境中配合相關復

建計畫。

3.教導自我照護能力
　　兒童的早年階段式獲得自我照護

技巧的最佳時機，隨著發展，兒童便

開始想為自己做些事情已逐步發展獨

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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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倫凱勒
　　1882年，一名女嬰因高發燒差
點喪命。她雖倖免於難，但發燒給她

留下了後遺症─她再也看不見、聽不

見。

　　因為聽不見，她想講話也變得很

困難，這樣一個在19個月時就變得既
盲又聾的孩子，在她快到七歲生日

時，家裏僱了一名家庭教師 —安尼‧
沙利文。安尼悉心地教授海倫，特別

是她感興趣的東西，使得海倫變得溫

和、很快學會用布萊葉盲文朗讀和寫

作，靠用手指接觸說話人的嘴唇去感

受運動和震動，她又學會了觸唇意

識。
　　海倫證明了自己是個出色的學者，1904年她以優異的成績從拉德克利夫學
院畢業，她有驚人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同時她還具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毅

力。她周遊全國，不斷地舉行講座。她的事跡為許多人著書立說而且還上演了

關於她的生平的戲劇和電影。最終她聲名顯赫，應邀出國並受到外國大學和國

王授予的榮譽。1932年，她成為英國皇家國立盲人學院的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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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t00359.pixnet.net/blog/post/260655394
https://www.htjh.ntpc.edu.tw/var/file/0/1000/img/574447937.pdf
周俊良（2006）。幼兒特殊教育導論。台中，華都文化。

https://t00359.pixnet.net/blog/post/260655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