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表不能定義我 

-2021臉部平權系列影片引導討論- 

陽光基金會 



• 影片簡介 ： 
– 本系列影片為2021年陽光基金會為「臉部平權」打造之宣導影
片，包含一支主影片，五支傷友個人影片。 

– 透過五位橫跨幼青中世代的傷友擔綱影片主角，從自身出發，
呼籲大眾打破刻板印象，讓每個人不因外觀長相而失去公平機
會。 

• 適用主題： 
– 討論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 生命教育：同理心。 

• 簡報說明： 
– 每一張「映後討論建議題」皆配搭一張「應用引導」。 

影片簡介與使用說明 



臉部平權知識+ 

在台灣，每7個人就有1人曾因外貌遭受不友善對待，像是被取笑、批
評或是取不喜歡的綽號！ 

其實，每張臉都與眾不同，也都獨一無二，我們都需要被尊重及友善
對待；也都需要公平的機會，讓每個人都有「成為自己、實現自己」

的機會！ 
 

※調查資料來源：陽光基金會「2019台灣民眾身體意象與經驗調查」 



影片欣賞  《外表不能定義我》 

https://youtu.be/oc2UKNDBF7U
https://youtu.be/oc2UKNDBF7U
https://youtu.be/oc2UKNDBF7U


• 每個人的生活日常 

–同學們自己平常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興趣是什麼？ 

–有想過自己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嗎？ 

–或者，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呢？ 

–片中五位主角各自在做些什麼？ 

–他們克服了什麼樣的困難/限制？ 

映後討論建議題 



• 每個人的生活日常 

–同學們自己平常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 從學生自身經驗出發，埋線臉部平權議題與其自身相關。 

–興趣是什麼？ 

–有想過自己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嗎？ 

–或者，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呢？ 
• 2~4題同上，讓學生先從自己出發，後面再推己及人。 

–片中五位主角各自在做些什麼？ 

–他們克服了什麼樣的困難/限制？ 

應用引導 



• 如果是自己因意外受傷或生病 

–覺得自己要花多少時間恢復？ 

–如果也因傷病造成生理上的障礙/明顯外觀不同，
覺得自己會怎麼面對？ 

–（承上）這樣的改變會對於自己的夢想或是對未
來的想像是否會造成阻礙？ 

–如果真的造成阻礙，你會放棄？轉換？克服？ 

映後討論建議題 



• 如果是自己因意外受傷或生病 
– 覺得自己要花多少時間恢復？ 

• 沒有固定答案，只是要讓學生知道傷病後的復原並非一蹴可幾。
也可以補充一些傷友復原時程的例子（燒傷復健可能長達2-3年甚
至更久） 。 

– 如果也因傷病造成生理上的障礙/明顯外觀不同，覺得
自己會怎麼面對？ 
• 設想傷友處境，引發同理心。 

– （承上）這樣的改變會對於自己的夢想或是對未來的想
像是否會造成阻礙？ 

– 如果真的造成阻礙，你會放棄？轉換？克服？ 

應用引導 



• 看完影片⋯ 

–是否曾經因為對其他人、事的刻板印象而有錯誤
判斷？ 

–發現事實跟想像不一樣的時候，有什麼領悟？ 

–妳/你覺得什麼是「臉部平權」？ 

映後討論建議題 



• 看完影片⋯ 

–是否曾經因為對其他人、事的刻板印象而有錯誤
判斷？ 
• 影片最後說到「刻板印象不能決定我成為什麼樣的人」，所以
也讓學生先行回想自己的生命經驗是否曾因為刻板印象而有錯
誤判斷、解讀。 

–發現事實跟想像不一樣的時候，有什麼領悟？ 

–妳/你覺得什麼是「臉部平權」？ 
• 總結影片核心概念，讓學生了解從外觀並不能知道一個人的個
性、興趣、專長能力⋯ 等，要經過相處才能真正認識一個人。 

應用引導 



破除刻板印象三步驟 
認識 

• 先理解什麼是「刻板印象」？在不經意間，對特定群
體的特質、能力…有特定的聯想，如：女孩數理比較弱、
男生比較會開車…等都是。 

覺察 
• 接著在生活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敏感度，因為面對任何
人事物都有可能產生刻板印象。 

打破 
• 保持對陌生人事物的開放性，不預設立場。 



影片欣賞 
 《我去看看世界  也讓世界看看我-陳薇涵》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https://youtu.be/OgfGKthuxOQ


• 看完影片⋯ 

–曾經在路上遇過燒傷or顏損者嗎？ 

–當下的反應是什麼？一直看？敬而遠之？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映後討論建議題 



• 看完影片⋯ 
–曾經在路上遇過燒傷or顏損者嗎？ 

• 讓學生先行回想自己的生命經驗是否曾經看過外觀有明顯不同
的顏損者。 

–當下的反應是什麼？一直看？敬而遠之？ 
• 從學生的回答給出回饋，正面→肯定，負面→詢問當時那樣反
應的原因？而不是直接指責。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 帶出「尊重」概念，看待任何不熟悉的人事物，先給自己時間
跟機會做初步了解，尊重每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存在，以友善態
度互動。 

應用引導 



影片欣賞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人若精彩天自安排-李兆翔》 

https://youtu.be/qMefP-WDiNE
https://youtu.be/qMefP-WDiNE
https://youtu.be/qMefP-WDiNE
https://youtu.be/qMefP-WDiNE
https://youtu.be/qMefP-WDiNE
https://youtu.be/qMefP-WDiNE
https://youtu.be/qMefP-WDiNE


• 看完影片⋯ 

–先天顏損疾病/胎記大家知道的有那些？求學過
程中有遇過這樣的同學嗎？ 

–如果以後在職場上遇到先天顏損的同事，覺得自
己可以怎麼做？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映後討論建議題 



• 看完影片⋯ 
– 先天顏損疾病/胎記大家知道的有那些？求學過程中有遇
過這樣的同學嗎？ 
• 常見的先天顏損疾病有：唇顎裂、血管瘤、神經纖維瘤⋯ 等。 

– 如果以後在職場上遇到先天顏損的同事，覺得自己可以
怎麼做？ 
• 沒有一定要去跟顏損同事當好朋友還是一定要有很多交集，但
可以讓同學想想看可以有什麼相處方式。 

–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一樣，
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 帶出「尊重」概念，看待任何不熟悉的人事物，先給自己時間
跟機會做初步了解，尊重每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存在，以友善態
度互動。 

應用引導 



影片欣賞 
《癌症病人不一定要很虛弱，也可以很活潑-陳麒楓》 

https://youtu.be/Q8LtHaJkUwo
https://youtu.be/Q8LtHaJkUwo
https://youtu.be/Q8LtHaJkUwo
https://youtu.be/Q8LtHaJkUwo
https://youtu.be/Q8LtHaJkUwo


• 看完影片⋯ 

–外表沒有明顯顏損的病友，容易被誤會的狀況可
能有哪些？ 

–如果有一天別人用「自以為」的想法看自己或要
求自己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映後討論建議題 



• 看完影片⋯ 
– 外表沒有明顯顏損的病友，容易被誤會的狀況可能
有哪些？ 
• 讓學生了解有時候眼睛看到的並不是全部，並設想病友可能遭
遇的處境。 

– 如果有一天別人用「自以為」的想法看自己或要求自己
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 建立「同理心」。 

–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一樣，
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 帶出「尊重」概念，看待任何不熟悉的人事物，先給自己時間
跟機會做初步了解，尊重每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存在，以友善態
度互動。 

應用引導 



影片欣賞 
    《不能用一個人的外觀決定一切-楊安琪》 

https://youtu.be/SDI0ll-RmIs
https://youtu.be/SDI0ll-RmIs
https://youtu.be/SDI0ll-RmIs
https://youtu.be/SDI0ll-RmIs
https://youtu.be/SDI0ll-RmIs


• 看完影片⋯ 

–先天顏損疾病/胎記大家知道的有那些？求學過程
中有遇過這樣的同學嗎？當時相處狀況怎麼樣？ 

–大家覺得一個人的能力或是才華可以從外表看出
來嗎？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映後討論建議題 



• 看完影片⋯ 
– 先天顏損疾病/胎記大家知道的有那些？求學過程中有遇過這

樣的同學嗎？當時相處狀況怎麼樣？ 
• 常見的先天顏損疾病有：唇顎裂、血管瘤、神經纖維瘤⋯ 等。 

• 從學生的回答給出回饋，正面→肯定，負面→詢問當時那樣反應的原
因？而不是直接指責。 

– 大家覺得一個人的能力或是才華可以從外表看出來嗎？ 

• 可以從琪琪舉的例子去引導同學們思考，外觀並不能決定一個人擁有
什麼樣的專長或個性。 

–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一樣，但其實
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 帶出「尊重」概念，看待任何不熟悉的人事物，先給自己時間跟機會
做初步了解，尊重每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存在，以友善態度互動。 

應用引導 



影片欣賞 
 《失去不等於結束，失去才是全新的開始-莊雅菁》 

https://youtu.be/DAgujmqbYQo
https://youtu.be/DAgujmqbYQo
https://youtu.be/DAgujmqbYQo
https://youtu.be/DAgujmqbYQo
https://youtu.be/DAgujmqbYQo


• 看完影片⋯ 

–曾經在路上遇過燒傷or顏損者嗎？ 

–當下的反應是什麼？一直看？敬而遠之？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映後討論建議題 



• 看完影片⋯ 
–曾經在路上遇過燒傷or顏損者嗎？ 

• 讓學生先行回想自己的生命經驗是否曾經看過外觀有明顯不同
的顏損者。 

–當下的反應是什麼？一直看？敬而遠之？ 
• 從學生的回答給出回饋，正面→肯定，負面→詢問當時那樣反
應的原因？而不是直接指責。 

–看完影片，覺得以後可以怎麼看待這些跟你我不
一樣，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朋友？ 
• 帶出「尊重」概念，看待任何不熟悉的人事物，先給自己時間
跟機會做初步了解，尊重每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存在，以友善態
度互動。 

應用引導 



不要給建議 
除非他自己詢問，否則不
要貿然給建議。給建議這
樣的舉止，可能只是提醒
他們「你需要幫助，因為
你長得不一樣」。 

與顏損者互動-三不三要 

不要盯著看 
多看兩眼會讓顏損朋友不
舒服，建議你，看過一眼
就算了，就像你對任何迎
面而來的人一樣，這就是
一種尊重哦 

不要問敏感問題 
簡單的點頭招呼、話家常
就足夠。如果我們真的要
表達友善，請先忍住心頭
的好奇，讓對方先熟悉你
再說吧！ 



與顏損者互動-三不三要 

要有耐心與愛心 

和顏損朋友相處，試著了
解他，也分享你自己；
就跟一般朋友往來一樣，
找出共同的興趣、話題。 
 

要有平常心 
顏損朋友最困擾的就是他
不可抹滅的記號，他們本
身也很討厭被別人特殊化，

所以把他們當成普通人
即可。 

要有同理心 

試想，如果我們就是顏損
者，會希望別人怎麼對
待？試著同理他們的狀況，
就比較能理解和體諒。 
 



了解更多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