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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講「跨國」？
• 深受歐美女性主義流派影響的同志運動，在全球化下更加深理
論的、運動策略的、和身份認同的跨國連結。

• Internationalization vs. localization
• 同志運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現象，而和整體經濟社會文化環境
與其他的社會運動有相當大的關係。

• 酷兒理論：批判性別的正典化、邊緣的激進力



1980S: 解嚴後的台灣同志
運動
• 全球愛滋病的恐慌讓「同性戀」從邊緣犯罪新聞走入主流公共視
野—背負著巨大的歧視和汙名
• 同性戀 = 愛滋病 = （性）罪犯

• 解嚴後的多面黨外民主運動，成為促發九零年代同志運動的基礎
• 1983年《孽子》出版，被視為第一本華人同志文學重要巨作，後來
在1985和1989相繼翻譯為法文和英文



1980S IN US: GAYS IN 
CRISIS

1987 Wall Street Action 1988 FDA Action





LATE 1980S: 同志運動的
主流化
• 法國共產黨的背叛、蘇聯瓦解，隨之而來的左派勢力削弱

• 在美國，同志運動者被民主黨吸收進入黨內政治

• 運動轉向強調”同志性少數”(gay minority)和”性傾向”(sex 
orientation)的論述

• 以同志性少數的名義爭取法律權益：Hate Crime Legislation（同
志為保護名額）, 同志婚姻, 領養權, 職場反歧視 (ENDA) , Don’t 
Ask Don’t Tell同志軍人參與軍隊權

• 2000後期的台灣多元成家立法運動



1990S: 從運動走入市場
• 企業針對同志族群做大量
行銷，認為同志是中高產
階層的消費者。

• 華爾街日報：”A Dream 
Market” –DINKS 
(double income, no 
kids)

• 粉紅經濟 / Pink 
Economy

• 已婚異性戀： 6% were in 
absolute poverty

• 同居男同志: 12%
• 同居女同志: 12%
• 同居異性戀 (平均較年輕): 16%

(Prokos, 2010)



“We market to gays 
and lesbians for 
business reasons 
because we want to 
sell our product. It 
doesn’t get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 Spokeswoman 
for Miller beer.

Gay tourism



Who is 
excluded from 
the category, 
again?



1990S: 
同志文化與地下組織
大量的同志文化生產，一方面也是因
為這個時期主流媒體對「同志社群」
有窺視弱勢的高度興趣。

• 1992年台視世界新聞日報記者璩
美鳳偷窺T吧事件，1990年成立的
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
透過媒體平反歧視反偷拍。

• 1992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
1993年李安的《喜宴》
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記》，
1995年邱妙津的《鱷魚手記》，
1996年杜修蘭的《逆女》等

• 針對媒體的文化運動，借力使力。



• 「文化形貌轉換」(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實質
同志權益的改變幾乎沒有進展（朱偉誠）。

• 政治人物靠著文化轉換來製造政治機會

• 九〇年代歐美女性主義流派帶來對性和身體的想像，台灣也漸漸轉型
成為「開放的」現代社會，文化上容納同志，實質運動方向不明。

• The “Sex War” at the end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 性工作者、色情錄影帶等等爭議，造成女性主義路線分歧
• Sex positivity vs. Femocrats (feminist bureaucrats) 



MID-1990S 台灣性／別運
動分歧

• 1994年，性權派象徵學者何春蕤被女學會除
名：反性騷擾遊行發言「我要性高潮，不要
性騷擾」，強調性自主和性解放

• 1995年性／別研究室成立——「性權派」vs. 
「婦權派」的對立和分歧，直到現在，也影
響著同志運動的走向。
• 性權派批判主流女性主義對於「性」的

防禦態度，反性工作、反色情片等等，
並不能夠正面地爭取性權

• 忽視性少數的性自主權
• 1997年，婦女新知「家變」，王蘋與倪家珍

被迫辭職，因為對於「女權」路線的爭議
• 女性主義進入國家體系後的保守
• 批判婦權派的中產階級位置，認為運動

該和最受污名化的群眾走在一起：公娼、
愛滋感染者、同志族群

• 1995年臺灣性別人權協會成立，前身為
「Queer’n Class」，反對媒體審查制度、
支持廢死等等人權運動

2005年中央性別研究室網站上
因貼人獸交圖片遭到檢舉



2000S:同志公民運動
• 少數族群的公民權，如同後八〇年代的美國同運進程，爭
取性公民的資格。

• 2000年馬英九執政下的台北市政府預算所支付的「台北同
玩節：台北2000同志公民運動」；總統大選許志良與朱惠
良聲明支持同志人權；2001年法務部聲明同志應被納入
「人權基本法草案」。

• 「同志選票」？
• 台灣的同志社群並不足以成立有力的”voters block”，政
治人物的聲明多半是解嚴後文化下的形象雕塑。

• Jeffery Weeks: “moment of citizenship” vs. “moment 
of transgression”
• 公民權的納入也帶來更多的排除:

「不合格公民」
• 用藥、BDSM、愛滋感忍者、性工作者等等



後2000S：
多元成家立法運動

• 2009年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同志咨詢熱
線協會、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等組織組成

• 2012年公開完整的民法修正多元成家草案：同性婚姻、伴侶制度、
多人家屬三項制度

• 強調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 「伴侶制度」和「多人家屬」
• 將親密關係與「性」和「愛」脫鉤，重視關係中的互助照顧本
質

• 女性主義運動對於異性戀婚姻體制的反思





• 此項將同志作為性少數公民的體
制內運動，仍是引起國內與「性
權派」或「毀家廢婚」路線酷兒
的批判

• 北美酷兒左派對新自由主義和同
性戀正典化(homonormativity)的
反思

• Ideological：1) 婚姻制度為資
本主義下鞏固和擁護私人財產
的制度 2) 同婚造成性的位階
更加分裂

• Strategic：1) 權益是否非得
和親密關係綁架？2) 同婚的
推動將使運動忽略其他議題，
比如階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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