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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Promise
我帶著同理心和同情心來到這裡

我承諾我會尊重每一個人，也會公平的對待他們

尊敬他們原本的樣子

擁抱他們的名字、性別和年齡

尊重他們的種族、信仰和家鄉

尊崇他們的隱私

我在這裡賦權予你

克服挑戰並且跟你一起成長

在你身旁跟你一起面對每一天

看見你並且聆聽你

為了我自己和你, 我帶著仁慈來到這裡



Let’s get to know each other! 認識時間

請分享

1. 你的名字
2. 你的性別 (中性,女性, 男性)
3. 你會說幾個語言



Get to know us! 認識我們!

有別於一般的自我介紹，我們要來玩一個讓我們更認
識彼此的遊戲。你來猜猜我們做過什麼事情！



Get to know us! 認識我們!

1. 誰和穆斯林一起長大？ 3. 誰曾經就讀國際學校？
2. 誰被美國人扶養長大？ 4. 誰的家庭是原住民血統？

5. 誰和黑人（人種）結婚？

Kai: (藍色牌) Sheridan: (白色牌) Maja: (紅色牌)



Who are we? 我們是誰?

如你所知，我們通常會評斷他人的外貌，不論是

膚色、國籍、服裝、性別或體型；當你第一次跟

某人見面，你心中會有對他們的預設想法。前面

的題目你答對了嗎？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Who are we? 我們是誰?
Kai: 我的家庭來自臺灣，母親是高雄人、父親是台北人，他們在我出生時移民到美國與祖

父居住，在中菜餐廳工作。我在美國長大，住的社區組成多為中產階級下層的各色人種，大

多數是非裔美國人、白人與拉丁人。我十年前結婚了，對象是來自於華盛頓的非裔美國人。

Maja: 父母在我出生的時候移民丹麥，母親來自台中、父親來自嘉義。我生長於哥本哈根

的市中心，居住人口也是屬於中產階級下層的移民族群，多數為穆斯林。我也曾透過丹麥

政府的獎學金而待過巴黎和紐約，住過這些地方並不代表我很富裕。

Sheridan: 我們一家人來自美國，父母都是黑人、在美國長大。父母親在2004年因為父親

工作關係而搬來臺灣，所以我的人生有大半的時間都在這裡。我在一流的社區長大，就讀

私立國際學校—臺北美國學校，週邊的人都是富裕的臺灣人與白人。



這個活動的目的不是看你們能猜對幾題，而是試著了解我們

其實不應該只是猜測。我們持有的假設、刻板印象和評論會

使得自己滯足不前、無法讓其他人知道我們的樣貌。我們今

天要來揭曉人們評斷他人的方式以及原因，接著挑戰抵制臆

測、學習頌揚異質性，以使自身、工作場域以及其他場合的你

更為堅強。為了讓今天的活動更有趣，並讓大家適當休息，我

們插入了一些活動。現在就開始吧！

Let’s get started! 現在就開始吧！



The color of your skin and how it matters
你的膚色為什麼重要？

你可能因為同質性而覺得臺灣

並不存在種族歧視，但其實有。

國內的有各種膚色的人民，我們

發現膚色的歧視每天都會發生。



Our Experiences 我們的經驗

因為我的膚色曬的黝黑，陌生人會好奇我為什麼膚色這麼深，猜想我沒什麼錢。當我去買

化妝品，他們會優先介紹美白產品。每天我都會被提醒，膚色影響了人們怎麼對待我、我得

到的商品或服務，也決定了我的社會階級。~ Kai

很多人對我的膚色指指點點，阿姨說我白一點比較漂亮、叔叔說黑一點看起來比較健康。

人們覺得這些詞彙沒有傷害性，但恰恰相反，這代表許多護膚產品包含加速美白的成份、

而且只找膚色雪白的人拍廣告。許多亞洲人竭盡所能讓自己看起來像白人，令人瞠目結

舌。你們可能聽過「黑人性命攸關」的運動，許多臺灣人都覺得這個運動和種族歧視沒什麼

，但其實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波及。這就是美國人所謂的特權階級。特權階級認為沒有問題，

也不支持解決問題的起因，因此無法看清自己其實也是問題的一部分。~Maja



Our Experiences 我們的經驗

身為在臺灣的黑人，我並沒有面對類似在美國的困境，但並不是完全沒有，

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遇到許多傷神的事情。我聽到朋友和同事為自己不是生為

深膚色的人而感恩，因為皮膚太黑很醜所以不敢曬黑；有人說我的頭髮像狗，

不如直髮好看，還有人說我太聰明、太吸引人了，不像個黑人。我聽到大家說

對黑人的貶稱 (n-word，最通俗的是Nigger，一般被譯為黑鬼) ，頂著黑人的

髮型、美化說唱藝人與暴徒，好像所有黑人都是這個樣子，但又否認臺灣完

全不存在種族歧視。我每天面對著這些評論，好似提醒著我，深膚色的人沒

有價值、不被人了解，這不僅存在在美國，而是全世界。~Sheridan



What is Systemic Racism? 什麼是系統性種族歧視?

Kai、Maja和我的經驗都不是

特例，也並非巧合或意外。這

都是系統性種族歧視的精密

產物，影響著全球的每一個

人。

系統性種族歧視描述了支持

種族壓迫系統的社會結構，

其蓄意給予部份人物特權，

歧視系統中的某些團體。



Systemic Racism 系統性種族歧視

這個系統得以持續，根源於資本主義為了擴張、獲利與管轄而剝削非洲人民、物資的「跨大西洋黑

奴貿易」，以及「反黑情節」(Anti-blackness)。為了使種族歧視成功，社會上充斥著深色皮膚的人

種天生卑劣，導致他們在社會地位低落的概念。每一件事情、每一個環節，都齊力給予淺色皮膚的

人特權來支配深色皮膚的人，包含政府、法規、教育、媒體、政治與經濟，各層面都支持著種族主

義與不平衡的系統，因而我們稱之為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在大多情況下，系統性的種族歧視與美國有關，美國絕對是一個有種族歧視的國家，但系統性種

族歧視卻絕非美國獨有，種族主義、反黑人的偏見以及如瘟疫一般的歧視橫行全球。種族主義出

現在哪裡呢？在非洲移民奮力求生以博得更好生活的歐洲、在原住民被洗劫一空的澳洲，在深色

皮膚女性被定義為不好看、東南亞移工被污名化為教育水準不夠、不足採信的臺灣。不論你在世

界的哪個角落，你的膚色決定了找到情感伴侶的能力、能夠得到的教育、專業的前景，甚至可操生

死大權。



Systemic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在日常生活中

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代表人們皆被不同因素所影響.例如用性別來說,黑人女性總是在面對種

族歧視與性別歧視，而且大多易怒、不具備專業、沒有吸引力又淫亂，亞洲女性則大多安

靜、軟弱且很好馴服。這些刻板印象對於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都有負面影響，在群體中殺

傷力極大，當個體被賦予邊緣化的形象愈多，就愈難單純的過生活。

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怎麼在生活中呈現呢？很像我們如何在商店裡被對待、人們開玩笑的種

類、透過媒體發聲的人。來思考看看，當你看到這些照片時有什麼想法？舉手讓我知道你

覺得那一張IG照片得到的 "按讚"(likes)最多。



注意到了嗎？淺膚色模特兒的報導照片總是比深膚色模特兒的照片受歡迎，即

使淺膚色模特兒只露出腳或後背等部份肌膚，照片被喜愛的程度仍然比深色皮

膚模特兒的全身照還要高。再者，照片得到的點讚數也大相逕庭。想像看看，日

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一再被提醒，群眾認為自己的膚色不怎麼美麗、誘惑力

也不足；隨著光陰流逝、世代更迭，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Systemic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在生活中



這些照片都是從露露檸檬 (Lululemon) 的Instagram帳號擷取出來的，剛才提到的按讚數

呈現了露露檸檬IG帳號追蹤者的真實想法。這說明了社會中的什麼價值呢？我們又該如

何解釋這對露露檸檬的詮釋呢？社會使我們習慣淺膚色比較漂亮，值得更多的讚揚與關注

，即便是無意識挑選照片按讚這樣的小動作，其實也正助長系統性種族歧視。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挑戰自我，捫心自問為什麼相對於深色肌膚女性，會下意識地喜歡

淺色肌膚女性的圖片；訓練自己在多元中找到美好。一旦開始這麼做，等同於開啟了成長、

療癒和與他人連結的契機。

Systemic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在生活中



Social Media Activity 社會媒體活動

那我們要怎麼實踐呢？這是個大工程，需要時間、練習 和耐心，重點是要踏出這一步。不

論是在私人生活或職業生涯中，都可以發揮一點力量讓事情變得不同。在露露檸檬，你可

以得到舞台、資源以及技能去接觸許多人，透過思考過的言語提供支持、賦權、包容與提昇

的力量，而且現在就可以開始！在下一個階段，我們要練習在個人IG帳號分享一則賦權的

貼文，每個小組會拿到一張照片，請組員協力完成照片標題，在腦力激盪時，想想看有什麼

是你能夠連結、鼓勵或使身邊的人展開笑顏的，別去考慮發布這張照片可能衍生的評論或

比較，盡情散播歡樂散播愛 <3 在十分鐘的討論時間結束後，我們要請各組分享！



Social Media Activity 社會媒體活動



Discussion 團隊討論與分享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之前曾經提到的一些觀念。

1. 在Lululemon工作時，你願意保證妳會做到哪一件

事成為更包容的人？你的私生活活呢？妳可以做哪

到哪一件事讓不管什麼膚色的人都可以得到該有的

權力？



Empower the People Around you 
賦權於人/成為那個你想看到的改變
今天的最後我們會著重在賦權給你身旁的人，並且成為妳想要這個世界改變的樣子。我們跟同事相處的時

間遠比跟其他人多，工作是我們的生活，也是我們的朋友。但是，你對於你自己現在的位子感到快樂、感到

自在，你覺得你是你自己嗎？

要讓自在的成為自己、表達自己，我們必須接受所有人的 :
● 年齡

● 性傾向

● 種族

● 信仰

● 身理狀態

● 文化背景與家鄉

● 性別

 我們會一個一個來講這幾個點，解釋他們是什麼，有什麼樣的經驗，然後讓大家有幾分鐘的團體討論



Age 年齡

 齡歧視是當有人跟你說"你太老了不適合做這個做那個"，或是"要當CEO你還太年輕"。當

妳因為年齡而不被尊重。你的年紀不應該是決定你成就的多寡的指標，或是當作衡量你可

以說些甚麼的理由。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並沒有比一個年紀輕的人還要有價值，但很遺憾

的這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因為在家裡，我們講究長幼有序。很多時候，年紀較長的人說話

份量比較重，而且倍受重視，但是當年輕人講話的時候，卻沒有人當一回事。



Sexual Orientation  性傾向

 LGBTQIA+成員需要知道一件事情：這是你自己的秘密。不管是找工作的時候，甚至是拿

到合約之後都把這件事情留給你自己。隱藏你自己的性傾向以避免"得罪"別人，或是更誇

張的，避免失去工作。期待人類為了其他人的便利和舒適而隱藏自己的一部份是不對的。

一個人喜歡誰或是他們怎麼表達自己跟他們是甚麼樣的人、甚麼樣的員工或同事、或是擁

有甚麼技能，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成果無關。他在床上喜歡怎樣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不應該

假設大家都都是異性戀，也沒有人可以要求知道別的性傾向。如果你有妳有關於

LGBTQIA+的問題，你應該利用你的私人時間自己去做研究，為你解惑不是你同事的工

作。尊重而且支持他人是很重要的。



Discussion Questions 討論話題:

1. 妳曾經有因為年紀而被低估的經驗嗎？

2. 有哪些事情是你可以做讓工作環境更LGBTQIA+友
善？



Race 種族:
 種族歧視是當有人因為他天生膚色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在工作場合中，這可

能代表他們因為他們膚色比較深就被忽視，不斷被提醒你的膚色是甚麼，或

是你是唯一一個在會議室裡長得跟別人不一樣的人。這些經驗都令人筋疲力

竭。我們必須非常努力地去追求多元化，在一個比較同質的辦公環境裡，代

表的是種族議題可能被忽略了。我們必須以多元化為目標，讓每種膚色的人

都有同樣的權力。



Religion 信仰

不管你相信甚麼，或是其他人相信什麼，我們都應該要盡所能給予每一種信

仰同樣的尊重。信仰給予人們目標和希望，我們必須練習去擁抱和激勵其他

人，而不是因為信仰不同而讓其他人失望。



Discussion Questions 討論話題:

1. 你有曾經因為膚色的不同而受到不一樣的對待嗎？

2. 你有曾經因為你的心靈寄託或是信仰跟別人不同而

遭受到歧視嗎？



Physical Condition 生理狀態

 Lululemon代表的是積極活躍跟健身，但你有包容心嗎？有生理障礙的人在

Lululemon是怎麼樣被表現的呢？有生理障礙的顧客或是同事又是怎麼樣的呢？你

要怎麼對坐輪椅的人、有缺肢的人、視障、聽障或是有隱疾的人表現你的尊重呢？你

可以做些什麼讓他們對Lululemon也有歸屬感呢？你又要怎麼對這些有生理障礙的

同事展現你的尊重跟支持呢？他們也是多元化裡面的一份子。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untry of Origin 
文化背景與家鄉

不論你的文化背景或是你來自哪裡，你都不應該遭受不一樣的對待。在台灣，有些人傾向

看不起南亞來的人。菲律賓、印尼和越南的人被視作矮一階的人，就因為他們的出身，就算

他們長得跟我們一樣、和我們擁有相同的文化。膚色比較深的人不一定比較窮，膚色比較

白的人不是都是有錢人。這樣的刻板印象和歧視在台灣是很常見的，這些都應該被停止。

有太多的歧視是因為我們來自哪裡，這就是種族歧視。



Discussion Questions 討論話題:

1. 你怎麼預期Lululemon/你的辦公環境接受更多有身

體障礙的人呢？

2.  你曾經因為文化背景或是因為來自哪裡而被歧視

嗎？



Gender Discrimination 性別歧視

性別歧視或是性別不平等無所不在。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又是怎麼樣的呢？不管你的性別認

同是甚麼，性別歧視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的身上。如果你的職場中有比較多的女性，你

可能會感受到比較多的競爭和吃醋。很多時候，是女性打擊其他女性。我們對其他人嘮叨、

說別人壞話、對別人酸言酸語的稱讚，像是"妳比上次美多了"，或是”妳如果減肥的話會更

漂亮"。選擇一個不合格的求職者、拿到不平等的薪水、限制資源或權限、還有性騷擾都是

職場上的性別歧視。



Gender Discrimination 性別歧視

如果我們沒辦法做到同性間的平等，我們更沒辦法追求性別平等。就因為一個女性比較"漂

亮"、皮膚比較白，不代表她可以詆毀其他的女性。身為男性也不代表你比其他性別的人更

有價值。我們的價值是天生的，每個人一出生都是有價值的，也值得被愛、被尊重、被慰藉

，也值得擁有安全感。性別、種族、信仰、體重、身高，或是其他任何的一切都無關。但很遺

憾的，當有人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的時候，多數是因為他的性別，還有其他剛才提到的議

題。這些議題都環環相扣。由於Lululemon是一間擁有許多了解而且經歷過性別不平等的

女性員工，所以我們今天不會著墨太多在性別不平等，但我們之後可以再來舉辦更多相關

的講座。



Discussion Question 討論話題:

最後一個議題，我們要請大家進行小組討論。大家有五

分鐘的時間可以討論，分享如何在生活裡賦予女生更

多的權力。



What you can do 你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都應該致力於一個不管膚色或背景，人人都平等的世界。為了延續這個課題並且真正的擁抱多元，我們必須接受我

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要讓這個世界更好。

這裡有一些你可以做的:
- 跟一個你沒有共用過午餐的人吃午餐

- 認識其他人的信仰和背景

- 三天不評論其他人的身材

- 上網了解LGBTQIA+
- 支持一個致力於平等、包容和多元的組織

- 學習什麼是特權，並且檢視一下自己擁有的特權

- 在Instagram上追蹤一個跟你不同背景的人，並且分享他的貼文

- 每次認識新的人，挑戰讓自己不要去假設他來自哪裡、 說甚麼語言、社經地位、性別認同、性傾向、年齡或技能

- 注意台北有那些地方是有無障礙空間的規劃

- 聽別人講話的時候不要打斷他

- 看到外表不同的人不要一直盯著他看，給他一個笑容就好

- 練習感恩，對生命中的每個人都要多 說謝謝

- 分享今天學到的東西給你的家人和朋友



Closing Promise
我帶著同理心和同情心來到這裡

我承諾我會尊重每一個人，也會公平的對待他們

我在這裡賦權予你

克服挑戰並且跟你一起成長

在你身旁跟你一起面對每一天

看見你並且聆聽你

為了我自己和你，我在這個地方裝滿希望和承諾



Contact us at mowestp@gmail.com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mowes.com.tw

THANK YOU!

mailto:mowestp@gmail.com
http://www.mowe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