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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僑教政策自 70 年代實施以來，馬來西亞留台學子也在台灣，和台灣人

民一起經歷過戒嚴解嚴，民主運動百花爭鳴的年代，自然也少不了經歷過 90 年

代初期在台灣大鳴大放的性別運動。性別運動在台灣的活躍吸引了許多留台生積

極參與，並從中學習到性別運動的經驗。有不少留台生在性別相關團體擔任義

工，在校內性別相關社團擔任幹部，有者甚至站上前線對抗由真愛聯盟發起的「禁

止同志教育進入中小學」1。而每一年的台北同志大遊行都吸引了不少留台生參

加，他們或在各自的團體裡，或當遊行的觀眾。直到第九屆台北同志大遊行，留

台生終於以 PLU
2身份正式加入台北同志大遊行。3即使旅台生在台灣習得一身好

本領，面對馬來西亞國內的性別運動，留台生卻是呈現出無法大展拳腳的窘境與

局限。本文將從三大面向來討論為何留台生所面對的局限，分別是：跨族群的局

限、馬來西亞惡法與雙重標準、和卡在「現身」。 

 

一、跨族群的局限 

 

  馬來西亞雖然是多元族群國家，並標榜各個族群和諧共處，但實際上各族群

之間深入的互動還是極少的。這與當時英殖民政府對馬來亞人民實行「分而治之」

的管理方式有關，導致了各族群人民只流於表面的、禮貌性的互動，並無意進一

步深入理解對方的文化或生活習俗。這樣的互動方式同樣也發生在性別議題上，

即使該性別議題獲得全國民眾的關注，卻減少看見留台生發聲的踪影。就  回

顧馬來西亞性別議題，自獨立建國至今只有極少數的性別議題引起馬來西亞民眾

討論，如前副首相現今的在野黨領袖安華（Anwar Ibrahim）的雞姦案，和近期

在馬來西亞國內引起許多文章討論的「性向自主」（Seksualiti Merdeka）活動4。

安華雞姦案當時甚至引起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注意，並撰文公開聲援安華一

案。5而眾多議題討論裡，卻難以看到留台生的聲音。 

 

除了這兩個議題以外，當然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性別議題，但這些性別議題

都只局限在某個族群內討論，例如公開出櫃的評論者歐陽文風和受到人身威脅的

馬來創作者 Azwan Ismail 議題，都只在各自族群內引起討論。安華的雞姦案和性

                                                      
1
 台灣真愛聯盟官方網站 http://tulv.tw/ 

2
 PLU 為 People Like Us 的簡稱，也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同志圈內人的自稱。 

3
 來自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的報導：

http://www.ntv7.com.my/mandarin7/CN-HK-TW-CH/_1319986944.html 
4
 「性向自主」活動官方網站：http://www.seksualitimerdeka.org/ 

5
 性別研究室聲援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http://sex.ncu.edu.tw/activities/1998/0902/199809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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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主活動之所以能夠引起全國民眾的注意，與政府大力打壓有關。「性向自主」

活動是由一群關心性別與人權議題的非政府組織與個人合辦的年度活動。參與籌

備的非政府組織包括了馬來西亞律師公會（Malaysian Bar Council）、大馬人民之

聲（SUARAM）、粉紅三角基金會（PT Foundation）、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活動舉辦至今已有三屆，內容包含工作坊、電影欣賞等。名

稱中的 Merdeka 的意思是獨立自主，取名 Merdeka 正是意圖提醒大家，雖然馬來

西亞獨立已有五十多年，但很多人（尤其是 LGBT 群體）還是無法做自己。這

項活動於 2011 年，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 298A（危害國家團結或和諧）6，以及

警察法令 27a（1）（c）7條文下勒令停止舉辦這項活動。之後留台生湯炳超、張

玉珊與張斯翔發起聲援聯署行動，提出三點訴求，一、停止打壓，恢復「性向自

主」活動；二、採取行動，制止仇恨與歧視的言論；以及三、加強宣導，讓民眾

深入了解性別多元。雖然這聲援獲得台灣許多性別組織和馬來亞人的聯署，8然

而該活動的籌辦團隊對此卻是一無所知，更別說集結這些力量了。 

 

不僅如此，因為公開出櫃並拍攝 It Gets Better（馬來文：Saya Gay, Saya OK）

馬來西亞版影片的馬來創作者 Azwan Ismail 的議題也沒有引起華裔族群的注

意。Azwan Ismail 於 2010 年 12 月拍攝了由「性向自主」活動主導的 It Gets Better 

Malaysia Project，並藉由該影片出櫃。該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後，短短的 6 天內

就有超過 140,000 的點閱率，遠遠超過其他同樣在該計劃底下拍攝的影片。9超高

的點閱率，加上 Azwan Ismail 的穆斯林身份，讓 Azwan Ismail 得到來自馬來社

群與政府的高度注意。馬來社群對 Azwan Ismail 的出櫃感到非常的不滿，有不少

馬來部落格撰文抨擊與辱罵 Azwan Ismail，甚至有人在影片下留言，向 Azwan 

Ismail 發出死亡威脅。10使得「性向自主」為了保護 Azman Ismail 的人身安全，

不得不撤下該影片。11
 

 

這些事情（尤其是 Azman Ismail 事件）都沒有得到留台生的關注與支持。

「性向自主」仍有中、英馬來文媒體的報導，但 Azman Ismail 事件只在馬來媒

體報導，和馬來網絡社群裡引起風波，中文社群幾乎沒有關注這個議題，更別說

留台生了。留台生主要語言以中文為主，所關注的議題也以華裔族群為主，加上

                                                      
6
 法令原文為： Causing, etc., disharmony, disunity, or feelings of enmity, hatred or ill will, or 

prejudicing,  etc., the maintenance of harmony or unity, on 

grounds of religion. 資料引自： Malaysia Penal Code No.298a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12/Act%20574.pdf 
7
 法令原文為： Power to stop certain activities which take place other than in a public 

Place. 資料引自：Malaysia Police Act 1967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7/Act%20344.pdf 
8聲援性向自主，抗議無理打壓 ——譴責馬來西亞政府漠視人權、打壓性向自主活動的聯合聲明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111908381100 
9
 其他影片的點閱率介於 44,000 至 7,000。It Gets Better Malaysia Youtube 的官方頻道：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AE2706AFABFCBBB&feature=p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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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新聞報導：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sec=nation&file=/2010/12/23/nation/7670758 
11

 「性向自主」為撤下影片所發布的公告：

http://www.seksualitimerdeka.org/2010/12/taking-down-azwan-ismails-video-for-h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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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絡上並無重疊之處所以才導致如此窘境。再加上馬來西亞特殊歷史背景的

因素，所以即使留台生具備台灣的性別知識與經驗，但是在資源與行動力整合上

無法結合其他族群的「歐美經驗」與「台灣經驗」，這在馬來西亞性別運動上是

極為可惜的。 

 

  但其實就華裔族群內的性別議題，還是可以看見不少留台生的努力，例如彩

虹性別學會和台灣性學會（馬來西亞分會）12。兩者都通過寫評論文章和舉辦活

動的方式，為馬來西亞性別運動付出不少努力。 

 

二、馬來西亞惡法與雙重標準 

 

即使撇開無法跨族群的論點，只針對華裔社群的性別議題，留台生還是無法

施展他們在台灣學習到的性別經驗與知識。這是因為國內捆制言論自由的惡法所

致。馬來西亞憲法第 10 條雖然保障人民的言論與集會自由，但卻又使用其他法

令如內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與出版法令等來捆制人民言論與集會自由，

留台生自然也受到國內惡法的捆制。 

 

以「性向自主」活動為例，警方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同性戀在馬來西亞是違

法的，因此該活動已觸犯了法律，所以援引刑事法典 298A（危害對團結或和諧

的維護），以及警察法令 27a（1c）（警方有權要求活動停止舉辦）條文勒令停止

舉辦這項活動，而這也是歷史上首次引用該法令來對付性別活動。 

 

而值得討論的是，粉紅三角基金會也同樣進行男男性行為愛滋病防治活動，

甚至明文寫明在該基金會的官方網站上13，卻沒引起政府相關單位的注意，或是

採取如對付「性向自主」活動的法令條文。而且，粉紅三角基金會在許多防治愛

滋病行動上都與政府單位合作過。相對「性向自主」活動，粉紅三角基金會的曝

光率更高，更容易引起社會大眾與政府單位的注意。「性向自主」活動作為一個

私人活動，並沒有通過任何媒體大肆宣傳，自 2008 年舉辦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

三屆，然而卻在第四屆被警方以會危害國內和諧為名的條文勒令停止舉辦。政府

的雙重標準在此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大大小小的性別活動，除了偶爾受到警方的騷擾以外，

也不曾有如針對「性向自主」活動般的高調打壓。「性向自主」在 2011 年獲得關

注，與該活動邀請淨選盟主席安美嘉為該活動主持開幕有關。「性向自主」被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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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性別學會網站：http://rainbowgenders.blogspot.tw/ 台灣性學會（馬來西亞分會）網站：

http://ssssm09.blogspot.tw/?zx=90f35947e02e4179。前者所有成員都是留台生，後者則是部分主要

幹部為留台生，然後從台灣性學會裡獲得師資的援助。 
13

 Pink Triangle Programme :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網站：

http://www.ptfmalaysia.org/men_who_have_sex_with_men_msm_programme.php 

http://rainbowgenders.blogspot.tw/
http://ssssm09.blogspot.tw/?zx=90f35947e02e4179
http://www.ptfmalaysia.org/men_who_have_sex_with_men_msm_programme.php


名化為宣揚與鼓吹性自由（Free Sex，馬來文為 Sex Bebas）的活動。14不少親政

府的非政府組織如馬來西亞馬來人陣線（Jaringan Melayu Malaysia）15，就在其

舉辦的反「性向自主」的集會上16，大喊污名化性少數與「性向自主」的口號，

如：「拒絕性自由，拒絕雙性戀領袖17」、「投安美嘉，投性自由」、「反對 LGBT，

因為那是詛咒、讓人反感、疾病、濫交、和不道德的」18等，極度污名化的口號。

而這場集會也沒有受到來自警方的打壓，這與馬來西亞國內其他受到警方對付的

集會不一樣。我認為，政府高調打壓「性向自主」原因，出於安美嘉在馬來西亞

國內掀起的民主運動浪潮有關。因此政府希望藉由污名化「性向自主」的同時也

能污名化安美嘉。如此一來，政府就能將安美嘉和其社運夥伴一同標籤為支持「性

自由」的人士，以期獲得保守選民的支持。雖然也有為數不少的留台生，和華裔

為主的性別組織發言聲援「性向自主」，但因為力量鬆散，加上「現身」的問題

與無法跨族群結合，使得聲援支持的力量都無法引起政府，和反對勢力的注意。 

 

  除此以外，馬來西亞還有針對性少數的惡法，就是刑事法典第 377 條。這法

令是英國殖民馬來西亞時期的遺物，獨立之後並沒有將其剔除，政府反而藉由這

法令來打壓政治人物。這條法令明文規定任何通過陽具進入口腔與肛門的非自然

性行為，都是違法的： 

 

PENAL CODE 377A. Any person who has sexual connection with 

another person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enis into the anus or mouth 

of the other person is said to commit carnal intercourse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
19

 

 

雖然該法令並無強調非自然性行為局限於任何性別，所以廣義上也能涵括男女之

間的「非自然性行為」，但安華一案卻引起性少數族群的恐慌。但因為安華被控，

讓性少數群體意識到有可能基於自己的性行為，而被控上法庭。雖然學界普遍上

都認為，安華被控一案與政治陷害有關，而無關乎其性傾向和性行為。20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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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向自主」活動被污名化的系列新聞報導可參考：

http://www.songyy.org.tw/action_3.asp?ACTID=ACT11116132918676&myarea=3 
15

 馬來西亞馬來人陣線網站（主要以馬來文為主）：http://jaringanmelayumal.blogspot.tw/ 
16

 相關新聞可參考：

http://www.seksualitimerdeka.org/2012/04/anti-lgbt-rally-news-and-opinions.html 
17

 這裡的雙性戀領袖暗指因雞奸案而被控上法庭的前副首相安華。因為安華目前為在野黨領

袖，所以政府為了打擊在野黨勢力，污名化「性向自主」活動的同時，也一併污名化安華，意圖

一箭雙雕。 
18

 更多口號可參考網絡新聞媒體當今大馬於集會當天所拍攝的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668502110906.387978.47298465905&type=1 
19

 Malaysia Penal Code :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12/Act%20574.pdf 
20

 林聰榮〈從安華案談馬來西亞的馬來文化、伊斯蘭教與同性戀關係〉論文有更詳細的論述，

關於安華被控一案背後的政治目的，和伊斯蘭教與同性戀的關係。發表於《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第十二期 2000.12 頁 84—92. http://web.ntnu.edu.tw/~edwiny/pdf/01-ANWAR.PDF 

http://www.songyy.org.tw/action_3.asp?ACTID=ACT11116132918676&myarea=3
http://jaringanmelayumal.blogspot.tw/
http://www.seksualitimerdeka.org/2012/04/anti-lgbt-rally-news-and-opinions.html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668502110906.387978.47298465905&type=1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12/Act%20574.pdf
http://web.ntnu.edu.tw/~edwiny/pdf/01-ANWAR.PDF


之後馬華公會領袖蔡細歷也爆發了性愛光碟事件，21讓國內性少數群體不得不對

於政府的雙重標準感到擔憂。蔡細歷於 2008 年爆發性愛光碟事件，性愛光碟裡

顯示影片裡的女性正為疑似蔡細歷的男性口交，而蔡細歷事後也承認自己是光碟

裡的男主角。這起事件與安華案一樣，都是進行「非自然性行為」，然而安華一

案糾葛許久，而同為進行「非自然性行為」蔡細歷卻沒被起訴。政府的雙重／多

重標準，自然會衝擊到國內支持性少數的言論，包括留台生們的「台灣經驗」。 

 

  就以上事件來看，我們可以得知政府是集中炮火打壓性別議題，使得本來不

被政府關注的事件與議題開始受到政府的關注。以馬來西亞首位公開出櫃的華裔

牧師歐陽文風為例，他於 2006 年以非常高調之姿在主流媒體出櫃。出櫃之後也

出版了不少與同志相關的書籍，甚至公開進行演講等。但當時並未受到來自政府

任何的打壓，除了來自基督教會的抨擊與反對以外，歐陽文風如此高調的行徑卻

沒有引起政府的注意。但今年 8 月歐陽文風於馬來西亞舉辦婚禮，馬六甲首長莫

哈末阿里竟率領 40 名支持者，對大馬籍華裔牧師歐陽文風攜同美國籍伴侶返馬

舉行婚宴表達抗議及嚴厲譴責，並認為應該將歐陽文風控上法庭。22此言論一

出，即刻獲得馬來西亞基督教青年協會的認同。23但於 2011 年，馬來西亞首宗

公開的女同志婚禮24，和 2009 年跨性者鍾潔希的婚禮25，兩者與歐陽文風婚禮一

樣，都是公開並有媒體報導，但都沒有政治人物針對這些事情提出抗議或反對。
26

 

 

歐陽文風的婚禮引起的風波，足以證明了國內政府有意的打壓與其雙重標

準，使得留台生受制於惡法，無法暢所欲言發表他們在台灣所學習到的性別經驗

與知識。但留台生曾在台灣經歷過言論自由，並在台灣許多大小性別友善空間學

習到的經驗，都有助於在未來推動馬來西亞性別運動的發展。 

 

三、卡在「現身」 

 

  這個論點主要源自朱偉誠〈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
27論文的啟發。朱偉誠認為台灣同志運動卡在「現身」的窘境，並採取集體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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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宜方式，主要是因為台灣社會文化脈絡導致同志對於「現身」感到力不從心。

馬來西亞與台灣同為東方社會，其性別運動也共享了同樣的困境和窘境。尤其在

華人社會裡，「現身」更是性別運動面對最大的問題。而馬來西亞國內其他族群，

也因為宗教與文化的因素，同樣也面對「現身」的問題。 

 

  雖然在馬來西亞不乏（知名度相當高）公開出櫃的同志，如上文提到的歐陽

文風、「性向自主」籌辦人馮啟德（Pang Khee Teik）、馬來知名評論者 Hafidz 

Baharom、和 Azwan Ismail。但因為政府大力打壓和積極污名化性少數群體，使

得「現身」變得更為困難。尤其自「性向自主」風波以來，2012 年可說是政府

的「反 LGBT 年」，反對勢力更是藉著「性向自主」風波變得更為大膽，言論也

變得更為激進。例如今年 3 月一名輔導員接受國內馬來報章 UTUSAN 的報導28，

就以「侵害民族的疾病」為標題。標題中的「疾病」並非什麼高血壓、心臟病等

等身體或心理上的疾病，而是該輔導員認為 LGBT 群體是侵蝕馬來族群的「疾

病」。 

 

  根據這篇採訪報導，該輔導員 Haji Hushim 宣稱在馬來西亞城市裡，每 10

個男人有 3 個是男同志，而城市外則每 10 個男人有兩個是男同志。此言論一出，

一位國會議員 Baharum Mohamed 便在國會上呼籲，政府應該設立「同性戀治療

中心」來對抗這「現象」的蔓延。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該篇採訪，Haji Hushim

是以自己 20 年的輔導經驗加上觀察，才得出這樣的言論。也就是說，他並沒使

用任何正規的研究方法來搜集資料。類似誤導性的言論頻頻出現在主流媒體，但

政府也無意阻止，甚至有意助長反對的勢力。 

 

  首相納吉於2012年6月21日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表示，馬來西亞沒有LGBT

的位置（No Place in Malaysia for LGBTs）29，並強調政府會捍衛伊斯蘭教價值，

和確保 LGBT 不會在馬來西亞國內進行任何活動。此外，警察總部政治部社會

極端分子威脅組主任蘇菲安，更在一場活動裡指控同性戀運動與街頭示威文化是

極端組織帶入馬來西亞的負面元素，並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30還有，馬來西亞

州屬彭亨州政府也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宣布，在該州屬內若有穆斯林男性做女性

裝扮，或穆斯林女性做男性裝扮，將會在伊斯蘭教法底下被逮捕。一旦被判刑，

個人可被罰款不超過一千馬幣或監禁不超過兩年或兩者兼施。31
 

 

  尚有更多相關的言論，並不在此文一一列出來32，但從上述的新聞資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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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到政府雙重標準所帶來的效應。這些極度污名化的言論，其實都指向了

最根本的問題：現身。因為沒有 LGBT 群體的現身，所以反對勢力能肆意的污

名化，同時也加深了社會大眾對 LGBT 群體和性別議題的負面印象，使得現身

變得更為困難。以湯炳超同學的經驗為例，在 2011 年台灣同志遊行時，湯炳超

召集了一群馬來西亞人參與，當時他以召集人的身份接受新聞社的訪問，後來訪

問片段被馬來西亞電視台 NTV7 中文新聞部購買，於星期日晚間新聞時段播出。

播出以後湯炳超就接獲家人的電話，並質問他為何會出現在同志遊行，他的理由

是身邊朋友怕曝光所以才協助受訪，暫時讓他家人沒有懷疑他的同志身份。大量

的負面新聞與言論也讓即使具備台灣經驗的留台生們，也不敢輕易現身，或為性

別議題發聲，更別說為國內性別運動出一份力量了。 

 

 

四、小結 

 

政府與反對勢力之所以能夠一起污名化 LGBT 群體，因為通過打壓和攻擊

LGBT 可以讓政府獲得保守選民的支持，尤其來自馬來保守選民的支持。自 2008

年大選引起 308 政治海嘯，加上第二場和第三場淨選盟集會所帶來的效應，民間

的反風逼使國陣政府必須為了鞏固選票而採取許多行動，而打壓性別議題只是其

一。國陣政府因為掌握國家機器，所以在選舉裡擁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相較以往

政府對待 LGBT 群體的態度，近年來政府大力打壓 LGBT 群體，說明了政府意

識到這樣的行動能獲得保守選民支持。這讓反對勢力與政府在污名化和打壓

LGBT 群體上更為落力。 

 

  在歐陽文風出櫃時，中文媒體與評論界曾有一段時期有不少相關性別議題的

文章，當中持支持和反對意見的各佔 50%。裡頭也有不少留台生的文章，以自己

在台灣學習到的性別知識來教育民眾。馬來西亞國內最大的中文報章《星洲日

報》，甚至在網路上設立一個專欄專門刊登於性別相關的文章。但後來該專欄無

預警的消失，許多作者和留台生便轉移陣地到網絡媒體上發表文章，例如獨立新

聞在線（Merdeka Review）與當今大馬（中文版）（Malaysiakini Chinese Version）。

然而面對國內無法跨族群和國內惡法的局限，留台生仍需思索如何將其「台灣經

驗」運用和回饋到馬來西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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