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員： 楊辰昕 

機構：馬來西亞國際創進協會 學術研究總監 

國家：馬來西亞 

淺談臺灣基督右派在臺灣社會公共領域與社會實踐的挑戰、處身與醒覺：從第三

方窺探基督宗教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旁觀臺灣基督教的宗教發展進程， 筆者嘗試評論臺灣基督右派和左派在臺灣社會

的處境，特別是在民主公民社會的參與， 進而審視基督教徒的個人性和公共性， 

觀察此等多元的臺灣社會面向，針對宗教和人道價值觀做出適當的批判，以促進基

督教會和其他社會群體的共融。 這篇文章， 筆者決定以質量研究作爲主要研究方

式， 加上自傳式民族志、觀察、 位置性、反思性等研究方法以完成這篇論文。這

個研究探討點將直接談論基督教所提倡的普世價值， 内部訓練與人道價值的置設； 

臺灣民主社會目前迫切所需的宗教内部改革、支援、挑戰甚至是迂腐； 進一步探

討基督徒如何能夠設身處地推動臺灣基督教領袖領導力到另一個吻合社會文明的高

峰。這篇文章將探討臺灣基督徒作爲臺灣少數宗教群體在人道價值塑造上的空間和

優勢， 特別是特定的社會正義價值例如: 同理心、反人性怠惰、反犬儒和提倡女性

領導力的宗教政治領導架構。筆者希望透過這篇論文能夠發掘更多有關臺灣基督右

派和左派的思潮，並促進臺灣目前的公共議題和公民社會中的多元文化，讓臺灣的

學術領域再添文獻上的貢獻。 

 

 

關鍵字：臺灣基督教、公民社會參與、人道價值觀、個人性、基督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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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基督教在臺灣國境内盤根已久， 可以說自建國之前， 臺灣社會和民間都經已

出現了基督教的蹤跡。 隨著蔣介石來臺灣鞏固他的政治勢力，遷移國民黨來臺， 

成立政府與置設公共機制，基督教在臺灣可說是儘管少數，但是卻足以左右政治的

宗教派系。基督教在臺灣形成類似的少數精英圈子，將一些傑出和有卓越成就的人

歸納為他們圈子内的人脈，形成了一種精英收錄現象。 然，隨著多元成家和同性

戀權益的議題， 臺灣基督教因爲人道上理念的分歧而分作兩派， 即是左派和右派.， 

左派的團隊和聲勢形為弱勢 ；而右派則一向來都是傳統保守的堡壘， 以財雄勢大

的姿態展示著臺灣基督教會的勢力。 縱使兩派之間有能夠多重探究的多元性，但

是整體來説卻足以影響臺灣國家内裹足不前的人權課題，特別是弱勢群體性小衆權

益、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教育内容、性別平等教育的教材、性/別和性取向罪行、

宗教罪行的範疇。  

 

因此， 筆者打算透過此研究探討臺灣基督教的本質。儘管大中華區兩岸三地， 香

港、大陸和臺灣的基督教脈絡也許有類似的特色和因素。 然， 臺灣基督教因爲政

治民主和社會建構的差異， 有一定的差異性進而形成的特殊現象。 因此，筆者打

算評論臺灣基督右派和左派在臺灣社會的處境，淺談臺灣基督右派在臺灣社會公共

領域與社會實踐的挑戰、處身與醒覺； 並從第三方窺探基督宗教的個人性與公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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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根據所搜集到文獻顯示，臺灣基督教特別是右派反同教會一直都是營造、教導、煽

動、鼓吹和導致信徒施展排他、排斥、反同的佼佼者。有學術文獻證明臺灣同志信

徒在非同志教會中面對很多不愉快的經驗。 黃翊婷（2012）在她的論文中詳細地

揭露了大量同志及挺同基督徒的内心獨白和對基督右派教會所施展的反同行爲模式

作出看法。 她的研究敍述基督同志群體因著臺灣基督教特別是右派在無法體現同

理心下怎樣遭遇作弄、爲難、暗示、排斥的問題； 甚至右派教會對他們的反同行

徑所產生的不舒服情緒。  

另一廂，臺灣基督右派教會則展示了不願意轉型的意願， 依舊以守舊、保守、迂

腐、異性戀霸權模式、男性霸權、父權領導的經營模式而展示他們在臺灣社會的存

在 （鐘聖一，2005）。當中，鐘聖一 （2005）也提到基督右派因爲聖經内容而對

同性戀者的詮釋有特定的認知和誤區。 這當中，他們也展現出對男同志和女同志

甚至其它性/別族群的無知認知，甚至沒有能力認知到多元性/別的癥結和效應。筆

者則認爲臺灣基督兩派分裂雖然是因爲宗教對性/別弱勢差異性的認知而分裂，但

是筆者認爲宗教威信和宗教派系之間的政治權利考量才是最大的癥結所在。從臺灣

社會層面，臺灣右派教會是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來展現自己在臺灣社會的姿態， 

他們仗著宗教上的權威和聖經内容出現偏執的詮釋而得到很大的免責，臺灣社會和

政府甚至民衆包括同志基督徒、挺同基督徒則非常願意釋出很大的諒解、原諒、甚

至期待他們可以緩慢成長和逐步改善的空間。   

根據論文搜尋的結果得知臺灣社會目前沒有一篇論文提及到信望盟這個允許基督教

理念嵌入政治議程和政治權謀的組織。 倒是蠻多學者提到護家盟這個策略性展示

反同志婚姻的社會運動團體 （郭承天 2015； 羅靜雯 2014； 李孟東 2013 ；陳阿柔 

2014； 李怡青 2014； 鈡逸帆 2015；劉家熙 2015）。 當中，他們都點出護家盟以打

聖戰的姿態掠奪臺灣傳統保守民衆的心，廣邀民衆加入他們的陣容一起對抗多元成

家、同志婚姻和婚姻平權的議程； 有者則點出這個反同團體如何斷章取義甚至謊

話連篇地扭曲很多學術研究。 到目前爲止， 甚少學者和論文内容提到其他右派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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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對這種反同行徑所延伸出來的是非黑白和批判提出自己的立場。筆者目前唯一能

夠找到的是來自臺灣教會公報的文獻提到總會總幹事林芳仲 22 日在第 60 屆總委會

第３次會議鄭重公開澄清總會沒有表態支持「信心希望聯盟」政黨；“總會從來沒

有幫誰蓋章、背書；也從未支持誰至本宗教會募款或分享，希望眾牧長沒有被誤導”

1。這種事情給筆者感覺到信望盟似乎很狡詐地唬弄臺灣人民和基督領袖以達到政

治的目的。 

談到臺灣基督教將宗教議程嵌入政治和權利機制的行爲， 筆者認爲所有宗教所有

善良的價值觀事實上都適合嵌置進臺灣的政治體系，特別是清廉、誠信、正直、友

善、同理心、愛心、政治正確、中庸的價值觀等。 但是，一旦這些價值觀如果只

是荒腔走調、虛有其表、表裏不一地植入政治體系甚至合理化政教勾結的正當性，

甚至是信仰超越價值 （顏邵璇， 2005）， 那麽這將會對弱勢群體的需求非常地不

利， 特別是多/元性別族群。儘管目前沒有任何學術文獻談到信仰議程植入各個政

黨的正當性和相關效應，但是筆者認爲這個關鍵是臺灣基督徒甚至是領袖必須認知

到事情，然， 讓筆者憂心的是基督教似乎很擅長地認定信仰植入政黨和政治是政

治正確的事情2。  

淺談信望盟，儘管他們在 2016 年立委選舉並沒有獲得任何席位， 但是在參與臺灣

社會的政治工作方面， 他們的姿態卻一直都是正面和積極的， 難得地是他們的領

袖都比其它政黨領袖在反同課題上來地坦蕩， 而且筆者留意到陳志宏（信心希望

聯盟輪值主席）的發言3也非常地宗教性政治正確。 他在選舉后提到他們“其實假

設大約 20％的基督徒把政黨票投給信望盟；而且他們“不抱怨台灣教會不同心； 

他認爲這樣革命性的行動，其對教會的衝擊、震撼一點不亞於過去在台灣推動的敬

                                                           
1 林宜瑩。總會總幹事強調站在信仰高度關懷國家土地   駁斥為信心希望聯盟政治立場背書。臺灣教

會公報新聞網。2015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tcnn.org.tw/news-detail.php?nid=10459 
2 陳逸凡 (台灣教會公報社記者)。基督徒參政的多元性。新使者雜誌 -再思政教關係。第 153 期

2016 年 4 月 10 日。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 新使者雜誌 第 153 期 再思政教關

係 (37-39 頁)連接：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strTID=1&strISID=153&strMAGID=M2016041503994 
3 陳志宏（信心希望聯盟輪值主席）。困難中的一小步。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 2016 年

02 月 24 日 鏈接：http://www.ct.org.tw/127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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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讚美、靈恩運動、小組化教會運動等。他認爲信望盟能夠在短短四個月創造出約

20％的支持基督徒，其實是個相當不容易達成的成果”。從這種政治言論的鋪陳來

看， 以政治工作來説， 他們儘管還在政治上的參與屬於雛形，但是公然反同志婚

姻的政治議程在謀略、動員、媒體公關、資源上運籌地非常成熟、精練甚至宗教正

確。 因此，筆者相信信望盟接下來的政治動向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再者，陳志宏先生也提出他的看法說“ 以台灣教會過去對政治參與的狀況而言，

長老教會因其過去的政治關懷，比較支持本土訴求政黨，選票轉移不易；而其他宗

派較少積極參與、投入政治，多半採「政教分離」的態度，在教會中禁止讓候選人

拜票，聚會中盡量避免談論政治。所以即使信望盟是由基督徒發起，候選人都是基

督徒，除了少數教會外，大部分教會都不會公開向會眾推薦信望盟，支持的牧者只

能在私底下鼓勵支持，不然會招致有些會友反彈。”可見他本身也非常地了解到臺

灣基督教對政治參與的立場，並接納目前臺灣基督領袖和信徒對宗教化政治的認知

和接受度。 類似這方面有關臺灣基督徒對政教合一的學術意見、統計和文獻在臺

灣學術界是欠缺的，但是如果臺灣人民特別是無神論者、佛教徒、任何非基督徒的

弱勢族群真的要知道自己的權益是否會被基督徒和宗教集團而左右，類似主題的學

術文獻和結果其實非常地關鍵和重要的。 

還有一個對臺灣基督教發展很關鍵的學術議題到迄今都還沒有被探討過，那就是臺

灣的基督教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和國際基督教會派系之間的合作流向、負面風險和

後續效應。有一篇文章來自游靜-美國基督右派全球化──香港作為「策略門戶城

市」4提到“華理克牧師（Rick Warren 如推行美國福音派全球化運動「新信徒改革

運動」（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的頭號人物，教會增長專家，提倡要打屬靈戰

爭（spiritual warfare）。他們這種美國福音派教會的模式是以娛樂性豐富或言詞聳

動的佈道為主，輔以信徒組成的細胞小組形式運作的「訓練」，是美國超級堂會

（mega church）人數迅速增長，並能同時達至微細監控的一種流行手法。”文中揭

                                                           
4游靜。美國基督右派全球化──香港作為「策略門戶城市」2016 年 01 月 10 日 。鏈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110-opinion-yauching-christian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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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所謂美國「基督右派」，乃指基督新教內特别借宗教之名來推動保守社會政策

的政治勢力。 

為了進一步統合教會內的意識形態，《標竿人生》5書中甚至說，基督教不是一種

宗教或哲學，而是一種社會關係及生活方式。整本書的基調是倡議欲望反民主化，

把各種欲望轉化成事奉、壯大教會權力的資源，並把教會與「家庭價值」巧妙重疊

（「受洗等於認同天家」，等於「一只婚戒的具體承諾」，「如懷孕一樣充滿意

義」），所有婚姻外的性欲都成為魔鬼的試探”。然而，“恐同在美國已過時， 

原因是因爲這些出自教會領袖肺腑的誇張言論已逐漸無法見容於美國社會，但這種

醜化伊斯蘭教、仇恨同性戀的言論，卻可以與金錢、物資援助包裹在一起，出口到

亞洲等國家。有鑒于美國基右在本土的失勢也導致他們近年需要不斷輸出恐同論述

至第三世界”，筆者覺得這陰謀涉略的區域可能包括臺灣，因爲臺灣的地點很策略

性，而且臺灣政府和人民相當親美，這對反同運動是非常佔據優勢的。當然， 很

遺憾地是這方面的學術論述目前是貧乏可陳， 還真的需要全球包括臺灣學術成員

多加努力。  

有關基督教在臺灣深根的學術論述， 李長瀚（2006）詳細地敍述了基督教在臺灣

這百年以來如何雙向地和當地政府、原住民、多數民族甚至教會領袖本身的互動和

關係。 論文結論中引述了很多質性研究的社會學面向，當中包括分析西方文化的

文化編碼和界定、本土化、殖民化、被殖民、反殖民、在地化的敍述。 他提到臺

灣基督教相當仰賴西方的文化輸出、物資、醫藥；文中更提到基督教如何和原住民、

當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排他后的吸納和再現。  

荒誕地是當今的臺灣反同基督徒則無所不用其極，爲了展示右派基督教和同性戀權

益的對歧竟然什麽手段都耍地出來。 2016 年（今年）台大機械系 3 月舉行個人申

請第二階段甄試，筆試題目中提到“、生存的自然中有許多自然的律，例如家庭是

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組成，這是社會與家庭的律，而「工程師的工程創新不能違

反自然的律」，要求考生以「工程師的社會責任」為題，闡述一件工程師應盡的社

                                                           
5 福音証主協會網站。http://www.ccl.org.hk/shop/online-bookstore/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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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以及此社會責任依據的律6”。 這種甄選筆試題目，提及「家庭是由一男

一女組成」，遭檢舉違反性別平等；當時台大學代會抨擊出題者濫用出題權力，強

加個人觀點於考生；台大機械系隨著也發出聲明致歉。根據新聞所敍述，“教育部

性平會開會後，決定裁罰台大新台幣 3 萬元，台大機械系今年 3 依教育部裁罰公文，

教育部性平會認定該出題教師確實違反《性別教育平等法》第 13 與第 19 條規定，

除請台大性平會依法處理、並要安排該教師研習性別教育課程外，也要求台大需對

全校師生加強認識多元性別。另外性平會認為，此案影響學生權益，決定加重處罰

台大 3 萬元（依法可處 1~10 萬元），這起事件寫下台灣首例7”。因此，筆者發現

臺灣政府對這種濫用公共教育置設行徑非常包容， 甚至教育部學特司科長郭勝豐

表示，此案無關宗教，僅僅認為確實違性別平等教育法，官方立場非常地避重就輕，

避開認定這是基督宗教的議程。 

 

小總結， 臺灣學術文獻還沒有辦法完整地統計和整合臺灣反同右派涉及集團性宗

教罪行的論文。 高穎超 （2016）的文章-「同志基督徒，那些傷痕與美好」8就説明

著臺灣基督和天主教的右派似乎在過去就曾經傷害過同一個宗教體制内的左派也就

是義光教會和同光教會。當中高穎超提到“基督徒特別是同志基督徒在反同和挺同

運動中是最大的受害者，因爲同志基督徒夾在兩敵對陣營間，身心靈備受壓迫； 

但是這當中卻也存在著契機”。 高先生在文中引述了很多重要的論述，來自新加

坡自由社區教會（Free Community Church）的邵銘毅牧師認爲包括台灣同志基督徒

自覺渺小，因爲政治因素而內化奴性彌留，人民自主意識與自信薄弱而導致他們出

於雙重弱勢； 他甚至引述蘇貞芳牧師（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士）在《聽》書中所

提到的省思 - “「談信仰與性別公義主張並不是要推翻聖經，而是反對聖經經文被

教條化、被斷章取義、被字句神聖化和質疑牧師教導的權威化，不要迷信世上牧者

                                                           
6陳至中。台大機械系考題違性平 遭罰 3 萬創首例。中央通訊社。臺北。2016 年 8 月 24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8245017-1.aspx 
7唐鎮宇、劉嘉韻。機械系甄試涉性別歧視 台大遭罰 3 萬元 。蘋果即時。臺北。 2016 年 8 月 24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824/934973/ 
8高穎超。2005 年。 同志基督徒，那些傷痕與美好。端網。2016 年 05 月 18 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8-opinion-kaoyingchou-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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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教導。”證明小部分的基督領袖認知到基督教目前出現的荒誕局面，也就是

“在性別意識不足的情況下，我也沒有能力辨識特定意識利用宗教之名來傳遞扭曲

的知識。那時，我根本看不見身為牧者的自己，是再製父權文化貶抑和迫害性別的

工具。”；這些信念鞏固了左派同光教會在《聽》書末的宣告與許諾就是“信仰不

會只存在於教會的禮拜堂裏，有時候真實的信仰意味着我們必須走上街頭、對抗霸

權、甚至付出生命。” 

從這裡做延伸， 臺灣基督左派特別是同志基督徒在過去一直扮演一個正面角色來

提倡同志文化（顏邵璇，2005)。 他們的存在也標誌著他們嘗試瓦解臺灣基督宗教

體制内的犬儒風氣。 筆者認爲臺灣政府在這個關鍵點可以支援他們以幫助目前仍

舊在聖經文字上歧視性小衆的宗教，讓傳統右派能夠建立知恥近乎勇的能力，自行

改革他們的宗教派系。畢竟他們絕對能夠輕易地洞悉來自右派基督教集團的禍害，

還有過去男性強勢和霸道的慣用手法，在臺灣歷史中是怎樣地漠視性小衆的權益，

甚至透過延續宗教體制内的迂腐和犬儒，讓性小衆深深受害。如同高先生說提到的

“台灣同志教會要帶領華人，成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的見證。當然每個人有宗教自由，但這裏強調的公義與憐憫，卻與全球華人社群建

立更民主、符合人權、重視人民生活福祉的生活方式緊緊相關”的議題。 

筆者打算用很短的篇幅來談目前很夯的婚姻平權和同性伴侶法的趨勢， 郭承天

（2015）認爲同行伴侶法可以平衡基督宗教對於傳統家庭倫理的堅持，展現教會的

愛心，同時又折衷地堅守了教會倫理；他也認爲伴侶盟提出家屬制度和同居制度則

與臺灣目前的民情甚至是基督教倫理差距很大， 因此他本人認爲德國永久伴侶法

比較適合臺灣社會。 郭承天在文中提到一個很關鍵的點，那就是基督教沒有權利

逼非基督徒接受他們的倫理，算是少數公開談基督教議程如何侵犯甚至剝削其他教

徒和無神論者的可能。 文中作者也以揶揄的方式提到“伴侶盟的婚姻平權法可以

讓它在立法院倉庫安樂死”讓筆者覺得他對什麽都包容，唯獨伴侶盟不大包容，讓

人莞爾。 當然，以目前的局勢來説， 具有基督教議程的同性伴侶法看起來是佔上

風的，畢竟這項草案已經進去清華大學擬定「同性伴侶法制實施之社會影響與立法

建議」研究計畫，並在 2016 年 9（今年）10 月 2 日起，分區召開公民審議會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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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立法參考9。只是基督左派針對此事的立場並不明顯，筆者覺得這這個課題絕對

是下一波學術研究的議題。  

王峻彬則在其碩士論文《我國同志家庭組成權法制化之研究 ─兼美國同性伴侶判

決之評析》 提到“臺灣若以基督教不允許同志結婚為由，而禁止同志締結婚姻， 

這明顯與國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則相牴觸，在該原則下，國家不得認同基督教的理念

而有所表現。此外，有其他宗教團體認為同志可以結婚，則國家因認同基督教教義

而不允許同志結婚，除有違宗教平等原則外(憲法第 7 條)，亦對其他宗教團體的內

在信仰自由與宗教行為自由造成侵害。因此國家不得以基督教不允許同志結婚為由，

而禁止同志結婚，以維護人民透過宗教信仰實現自我之目的。在國家 允許同志結

婚的情形下，基督教仍可堅持己見，繼續反對同性婚姻，也毋須違背 教義而幫同

志證婚，因此國家承認同性婚姻後，仍不會對基督教團體及其信徒的 宗教信仰自

由造成侵害” 。 可見臺灣傳統右派基督團體的反同行徑事實上悖逆臺灣憲法，明

知不可行而為之。 

總得來説， 基督教在臺灣以目前的公共置設和宗教功能性提供了多元的選擇給同

性戀群體、異性戀群體和其他性/別群體。慶幸地是，同志基督徒至少可以在臺灣

境内可以選擇比較性/別友善的教會去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 作爲公共宗教場合的

基督教會在臺灣一直都給予基督徒一種建立宗教認知；體驗宗教嵌入的教誨和要求； 

和其他信徒聯誼一起實踐宗教；甚至要求他們建立對神存有信心的宗教公共置設。 

面對傳統右派反同領袖和信徒因爲性別平等認知不足和傳統基督集團喜歡干涉政治

的遺毒而操縱同性戀議題來鞏固他們的勢力； 臺灣左派教會則在臺灣基督宗教界

扮演著捍衛多元性/別、肯定性/別弱勢和尊重隱私的宗教機制。這種對比，讓筆者

覺得有必要延伸著方面的學術論述並多加觀察未來的局勢。 

 

 

                                                           

9 項程鎮。同性伴侶法制化邁大步！  法部委清大開公民會議。自由時報。2016 年 09 月 12 日 
連接：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2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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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分析和討論 

 

經過一番學術文獻搜集， 筆者發現現有的學術文獻沒有針對過基督教體制内的領

袖和領導能力做出任何學術研究。 換言之， 臺灣的學術界和宗教界的研究員從來

沒有針對反同基督領袖的宗教領導力做出任何的統計和文獻，就連挺同基督徒（異

性戀者）的文獻也貧乏可陳。 但是如果看臺灣的媒體報道、社交媒體、個人專欄

則出現另一番的情景。 筆者發現基督領袖被抨擊行爲不當的文章蠻多， 特別是郭

美江（臺北純福音教會）、林進泰牧師、美籍牧師謝約翰、女牧师梁琼月、董芳苑

牧師等人都因為自己的言論失當或者民事罪行而被抨擊和批評。臺灣社會對基督教

派系的輿論也曾經出現譴責重男輕女、 獨裁、剝削、濫用宗教議程、 縱容政教勾

結、剽竊抄襲、不尊重民意和忽略年輕人的聲音等説法。 由此可見， 臺灣學術界

並沒有將焦點放在基督牧師在臺灣的領導力和後續效應，反觀針對臺灣基督左派的

學術文獻則蠻多的，可見學術研究員的用心。筆者也發現臺灣社會對基督教其實非

常地包容和尊敬， 並沒有針對他們行使惡劣的排他、侮辱、詆毀、矮化給予很大

的壓力，儘管基督教在臺灣屬於少數宗教群體。 

 

這當中， 公開指摘基督教領袖的缺失的人士不多，蔡昇達10就點出這些牧師在犯上

侮辱、民事訴訟、背信失信后、剽竊抄襲、偏激言語后， 臺灣教會公信力和誠信

的問題， 教會的言論被拿出來檢驗，教會領袖的領導力和道德操守也受到很大的

挑戰。但是這些教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們嘗試冷處理、不加以澄清、

甚至輕描淡寫地給予沒有誠意的説明， 有者故意轉移目標、有意築起高牆，要大

家尊重他們小圈圈內的言論和信仰自由。文中， 他明言肇事的教會沒有公開作出

任何的反省，甚至用很不負責任的公關方式打圓場。  

                                                           
10蔡昇達。粉飾太平還是反省悔改？蔡昇達的神學園地。 2014 年 2 月 2.6 日。鏈接： 
https://andrewtsai.wordpress.com/2014/02/26/%E7%B2%89%E9%A3%BE%E5%A4%AA%E5%B9%B3%E9
%82%84%E6%98%AF%E5%8F%8D%E7%9C%81%E6%82%94%E6%94%B9%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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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尖銳地點出和提到“現今的教會批評同性戀和同運團體批評的很厲害，羅織莫

需有的罪名和不良動機在他們身上，甚至不惜花重本上凱道來反對他們，但是面對

自身教會的醜聞，卻是到處滅火，並要大家不可以論斷、不要破壞合一，說只有神

才能審判人云云。正是因為教會有這樣的雙重標準，才使得同運團體積極要來找教

會的碴，要讓大眾都看清楚積極批評同性戀的教會，其內部的言論和行徑竟是如此

荒誕不經，而這其實都是台灣教會猙獰的面目11”。筆者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臺灣基

督教會中的人性上的怠惰，因爲信徒們其實都不願意捍衛司法正義， 反而紛紛下

意識中尋求免責， 甚至出現自私和違反聖經内容的行爲模式。   

 

另一方面， 根據筆者的觀察， 臺灣這十年來充滿著宗教派系和同志權益支持者的

直接對立，無論是社交媒體上的直接衝突、在遊行時候的肢體衝突、隨機出現在教

會拿出彩虹旗幟倍毆打的暴力事件、在公共場合被反同信徒傳教爭論而不歡而散，

在公聽會率眾叫囂導致會議流產和失焦點，甚至是報警控訴反同宗教派系涉及仇恨

罪，違反民事法的相關宗教罪行都浮現在臺灣社會的臺面上。  

 

根據筆者搜查出來的資料，這方面的輿論多是部落格文章和新聞， 當中有針對反

同信徒的資料直接點名抨擊反同基督教信徒（男性/女性）的反同行徑、批評反同

基督徒和傳統宗教集團的自命清高、批評有關信徒縱容教會男性領袖的獨裁和不民

主、批評反同信徒對剝削無感甚至犬儒和奴化、提到反同宗教集團 爲了宗教議程

和利益所展現的反同伎倆非常地卑鄙又自私、提及反同信徒縱容自己的教會政教勾

結、提到反同信徒爲了宗教議程和利益下流又自私、 縱容自己的教會政教勾結、

認定基督右派的不道德、基督右派反同基督徒選擇性正義，明明知道自己的教會涉

及剝削和霸淩， 曾經傷害同性戀者卻選擇了沉默等文章和新聞。 

                                                           
11蔡昇達。粉飾太平還是反省悔改？蔡昇達的神學園地。 2014 年 2 月 2.6 日。鏈接： 

https://andrewtsai.wordpress.com/2014/02/26/%E7%B2%89%E9%A3%BE%E5%A4%AA%E5%B9%B3%E9
%82%84%E6%98%AF%E5%8F%8D%E7%9C%81%E6%82%94%E6%94%B9%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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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筆者也發現到臺灣社會相對性很尊重宗教機制内的宗教權威，甚至是非常地迎

合儒家思想的一些價值觀。 据觀察，臺灣民衆很少直接點明批評基督教會男性霸

權的問題， 而延伸出來的奴化、迂腐、迂回、決策上不民主問題 ；甚至也甚少針

對基督教會本質上一些目前已經不合時宜的做法；甚至目前一些間接式的、内嵌式

的宗教議程所造成的操縱性傷害而發聲。 

再者，筆者更發現到臺灣學術界完全沒有任何學術研究和臺灣基督右派的領導力改

革有關， 特別是宗教權威重組以便更加迎合目前臺灣社會中的人權需求， 如何修

正和防止宗教領袖可能犯上獨裁、不民主、重男輕女、忽略女性領導力、人性上的

怠惰、誤用宗教權威、迂腐甚至局限于過去不合時宜的社會和學術認知而導致教會

文明停滯、反省過去臺灣基督教會對同性戀信徒的傷害和相關改善和提升的措施和

正視臺灣基督教會是否和歐美國家教會文化和文明上的差異性。 因爲歐美的基督

教會愈加開放和逐步挺同，而臺灣傳統教會則將過去反同和扭曲資源循環再用。 

臺灣學術論述唯一耕耘的面向就是反同和基督左派教會的描述。 這似乎吻合了筆

者對臺灣基督右派的推測和議定，那就是臺灣基督右派其實蠻抗拒學術的功能性，

一來是因爲這個宗教本來就是對科學、哲學和數學學術研究和學術人員的豐功偉績

相當地排斥，二就是臺灣基督右派對學術研究存有無法精進的問題；這也似乎合理

地解釋了爲什麽臺灣基督反同基督徒在言論上的表達和詮釋學術論説上容易出現不

邏輯和扭曲學術的窘境。 當然， 針對臺灣基督左派， 目前學術領域也沒有有關基

督左右派應該如何加強他們學術能力在社會的公信力和凝聚力的學術論文， 因此

學者覺得這方面，臺灣的學者和評論員必須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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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盟 

信心希望聯盟12（英語：Faith And Hope League， FHL），簡稱信望盟，成立於

2015 年 9 月 6 日，為中華民國第 283 個政黨。第一屆主席團主席為 陳志宏、雷倩、

王秉森、莊東傑、張信一，秘書長為雷倩，是由一群基督教徒所發起，希望能打造

一個基督教的政治平台13。雖然發起人多有教會背景，但信心希望聯盟並不以基督

徒為限。該黨於創黨時，同時發起守護家庭公投聯署，也以史上最快速度突破第一

階段連署門檻。但於 2016 年 2 月之公投公聽會中，與擔任反方之社會民主黨 (臺

灣)、台灣大學學生會、諸多同運團體產生激辯，最終遭公審會委員以 10 比 1 之懸

殊票數駁回。 

有些聲音質疑信望盟與護家盟的關係，以及其對於同性婚姻與多元成家的立場。

2015 年 12 月 30 日，教育部第 6 屆性別平等委員會表示：近日不少家長及基層教師

反映，學校透過晨會或於回家作業，夾帶具有特定宗教背景「信心希望聯盟」政黨

等發起的「護家公投」連署書，引起恐慌及質疑。 

根據筆者的觀察， 信望盟初次出征的失敗其實是預見的。 他們打著捍衛家庭價值

的旗幟，讓臺灣人民相信他們可以進入政治的核心將他們的需求和訴求讓内閣和公

共機制納入政策和綱領。 當然， 無可厚非的， 選舉結果證實了他們可以動員的政

治資源和能力也讓人側目， 當中所施展的政治策略就包括利用社交媒體來拉票、

深化和加強反同訊息、動員的基層信徒選民、對內凝聚向心力與支持力、對外提高

能見度。當然，也有人關注這個組織政治獻金的合理出口， 特別是當中環環相扣

的金錢和宗教權宜議程之間的相輔相成都讓人側目。  

 

                                                           
12 信心希望聯盟網站。http://fhltw.org/ 
13 信心希望聯盟。維奇百科。鏈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5%BF%83%E5%B8%8C%E6%9C%9B%E8%81%AF%E7%9B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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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家盟 

原稱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現稱為台灣守護家庭聯盟14，簡稱護家盟，

2013 年 9 月 7 日成立，由十多個宗教團體組成，反對同性婚姻與多元成家修法立場

的人士，其主張深入了政治和教育的領域，強調婚姻只能由一男一女組成，其是為

保衛孩童的幸福著想。其成員包括基督教信義會牧師陳志宏、佛教法師釋淨耀、統

一教會長和統一家庭黨主席張全鋒、和一貫道講師張守一等等。2013 年 11 月 30 日

上凱道，主辦團體為訴求相當的下一代幸福聯盟，宣揚其三大訴求 : 1.政府及立法

院重視沉默的多數，維護婚姻家庭制度15，停止推動性解放法案 2.各級政府遵守教

育基本法等規定，將教育參與及選擇權還給家長 3.任何婚姻家庭制度的改變，必須

經全民公投通過後始得為之，號稱有 30 萬人左右，但也因圍阻提昌婚姻平權者而

引發了爭執16。 

 

台灣哲學家兼作家的朱家安的《護家盟不萌》17一書，即是針對此一團體更甚至類

似的團體的論點進行哲學辯證，有一部分的人們認為，因其對婚姻理念的固執，甚

至強烈的阻止同志族群結婚，就如朱家安所述:『護家盟』已經成為網路上的流行

詞彙，用來描述保守、霸道、難以溝通的人或立場。 

 

這個團體在反同運的活動可以算是非常強勢的，而且獲得了臺灣社會各個領域的關

注和輿論。 簡單來説，他們使用直接誣衊男同性戀的字眼來凸現男同性戀者性愛

上一些非異性戀性愛行爲模式的差異， 蓄意製造男性同志性愛的污濁感， 加深反

同支持者和臺灣保守民衆對同性戀群體和性小衆的誤解； 他們也透過團隊用一些

迂回的手段和政府、法務部、教育部、特定民衆交涉， 謊稱他們是家長、老師來

反映他們的反同訴求。  

                                                           
14
 臺灣守護家庭官方網站。https://taiwanfamily.com/ 

15
 朱家安。信心希望聯盟與護家盟的兩難。鳴人堂。 2015 年 12 月 29 日。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8/1408328 

 
17
朱家安的《護家盟不萌》。博客來網站。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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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 這個組織其實展示了他們對同性戀者的盲點。首先， 他們無從相信異性

戀和同性戀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他們以主觀的觀點認爲所有人都天生是異性戀

者， 只是因爲一些生命上的挫敗和受傷而成爲同性戀者。 但是，整體而言， 他們

多半都在抨擊男同志之間的性愛很噁心， 卻對女同志、跨性別、無性戀者甚至雙

性戀者沒有多大的異議。 此外，他們也傳播一個訊息就是走出埃及這個團體可以

幫助這些同性戀者恢復正常（恢復異性戀模式）。  

他們使用的正面文字多是來自基督教和反同流行的文字， 例如：正常、真理、自

然、真愛、貞潔、天理、道德、正義、公義、倫理等字眼，但是負面涉及誣衊性的

字眼就更多了， 例如：變態、邪惡、污濁；當中有一個很奇怪卻沒有邏輯的銜接

性污名，例如：艾滋病 =等於男同志 = 等於戀童。他們幾乎和所有反同宗教團體包

括基督教和天主教認同這個邏輯， 然後共同發聲。  

他們這種盲人摸象的現象卻換來很大的震撼，讓學術界、教育界、左派社會運動工

作者、性別平等專員、有性別平等意識的老師甚至是政治工作者大爲吃驚，因爲同

志權益的呼聲驚動了臺灣最恐同的階層紛紛出籠。 當然， 筆者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是他們的反同工作竟然能夠結合其他佛道儒教的團體一起反同，違反了佛道教捍衛

“衆生皆平等”和“無量捨”的宗教理念。 此外， 這個盟約當中的共識和宗教議

程的差異，讓筆者覺得他們似乎只是在一個前提下反同，卻不在乎一些不尋常的宗

教倫理。 

因此，筆者打算列出護家盟存有違反宗教理念的疑問，如下： 

1． 宗教權威是否駕淩人權和人道理念?  

2．人的尊嚴是否可以被宗教理念抵消？ 

3．對外公開的新聞稿完全充斥著歧視性字眼，那麽不政治正確，對臺灣宗教團體  

     來説算是政治正確？  

4．説好的“衆生皆平等”呢？ 

5．佛道儒教難道不反對侮辱和污名，甚至違反宗教智慧的指責？ 

6． 這個團體假設所有躲在櫃櫥内的同志孩童、青少年、成年人都不會因爲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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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同舉措而自我傷害、不安、壓抑、抑鬱，甚至其他的身心靈問題？ 

7． 護家盟完全沒有審視機制去探討他們這個團體所有不政治正確的行爲？ 

8．到底慈悲、正直、同理、政治正確、人權和善良等價值觀對他們而言來説是怎

樣定義的？ 

 

更讓人起疑點的是這個反同盟隊所加盟的佛道儒教在臺灣都不是大門戶而是小派系， 

佛光山、真佛宗、法輪功、慈濟、法鼓山等都沒有加入這個反同大家庭。 所以， 

看起來很像是反同基督徒爲了展示世界宗教大同又避免單打獨斗而結合的反同勢力，

連他們的新聞稿風波而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承認一門自行出稿，其他只是陪襯的情

況下結合發聲， 此等反同姿態到底能夠讓臺灣社會對他們有多大的共鳴? 

 

此外，護家盟擅長使用刻板印象來煽動他們的議程。 根據臺灣民衆黃智堅（台灣

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監事）針對高雄同志大遊行的新聞稿， 他指責了也是殘障者的

莊青一（來自身障者適性生命教育協會）在沒有實質付出和支持的情況下， 縱容

護家盟讓殘酷兒群體不能有尊嚴及公平人生18。可見，這個護家盟反同群體擅長針

對「健碩」、「陽剛」、「胖」長相預設立場，認爲對於身體的評價很大程度受到

主觀影響是合理的。他們善用現代社會某些主流的身體評價與複製父權社會的評價

用作反同的説辭；他們也很清楚性小眾在臺灣屬於少數19，可以輕易被矮化和污名；

因此可以用類似的論述方式達到阻嚇、鑑定劣勢、爭取認同、建立拂面區辨差異的

歧視作用20。 

                                                           
18 黃智堅 Vincent 回應護家盟針對高雄同志大遊行新聞稿莊青一你不配作我的好朋友。2015 年 5 月

1 日 鏈接: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huang-
vincent/%E9%BB%83%E6%99%BA%E5%A0%85vincent%E5%9B%9E%E6%87%89%E8%AD%B7%E5%AE%B6
%E7%9B%9F%E9%87%9D%E5%B0%8D%E9%AB%98%E9%9B%84%E5%90%8C%E5%BF%97%E5%A4%A7%E
9%81%8A%E8%A1%8C%E6%96%B0%E8%81%9E%E7%A8%BF%E8%8E%8A%E9%9D%92%E4%B8%80%E4%
BD%A0%E4%B8%8D%E9%85%8D%E4%BD%9C%E6%88%91%E7%9A%84%E5%A5%BD%E6%9C%8B%E5%8
F%8B/10154079498264815 
19閻紀宇。護家盟：同志是性變態 淪為同志是社會少數。風傳媒。2015 年 5 月 17 日。鏈接：
http://www.storm.mg/article/49555 
20 朱家安。講出事實也是歧視嗎？——外傭餐的分析。 2015 年 3 月 24 日。鏈接：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8/78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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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這個論述， 筆者想談普世價值21這個字眼被反同基督徒誤用來鞏固他們反同的

宣導，甚至用來拉攏對這個議題不清楚的民衆認同他們對同志運動的對抗性。護家

盟很擅長用一些浮誇/ Bombastic 的字眼來説明自己的宗教立場；但是另一廂， 他們

對自己教會的罪行和後續應該有的正義感不是很敏感，特別是同性戀課題，説明這

是蓄意和選擇性忽略的舉措。根據筆者和反同基督徒的互動， 他們不大願意在得

到正反的方面訊息下才判斷同志平權和同志運動的合理性。 有者表明不願意閲讀

歐陽文風的同志書籍， 因爲他們擔心自己固有的認知瓦解； 背後隱瞞更可怕的顧

慮是他們不願意發現他們曾經很信任的牧師，就是霸淩者， 就是歧視者， 就是那

個固步自封，甚至就是那個心胸狹隘的宗教人。因此，他們比較偏向閲讀來自明光

社的書籍。  

 

當然， 這種蓄意扭曲和污名化同志議題的手段層出不窮，陳陽升就曾經指出「台

灣守護家庭官方網站」的文章「歐洲人權法院：同性婚姻不是人權」就出現張冠李

戴、敘述落差、斷章取義、錯誤理解該則報導的問題。他也提到有關歐洲人權法院

的判決，全然無法推論出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只能追求設置特別制度；他更直指此

「守護家庭網站」張貼報導中嚴重誤解歐洲人權法院的觀點，更是以無中生有的方

式帶入自己的成見」所言的異性或同性結合在性別上的差異即能證立差別待遇是一

                                                           
21沈思。沈思：“普世价值”的源起、演变和思考。2014 年 04 月 23 日。“普世的观念最初来源于

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耶稣基督曾经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初期向外

传播和扩张的时候，种族的界限是它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是上

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 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接受

洗礼，皈依基督，这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

（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

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犹太人无需先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说，

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是与其“去犹太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

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之中。根据《加拉太书》，“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

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

虽然认为上帝的选民不必然是犹太人，但是，接受并追随基督的教义却是不可少的条件。在“普世

性 ” 背 后 隐 藏 着 的 先 决 条 件 是 对 基 督 教 教 义 和 规 则 的 无 条 件 接 受 。 ” 鏈 接 ：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423/c143844-249337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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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蓄意以歪曲的方法混淆視聽22。可見， 臺灣反同集團的反同工作往往由幾個職工

或者志工去執行， 卻沒有足夠的學術能力和幕僚團體去驗證他們的反同學術文獻。  

（全文請參考這個網站：https://plainlaw.me/2014/12/22/gaymarriage4/） 

 

唯一慶幸的是， 這個團體和臺灣社會並沒有類似像香港反同藝人香港王祖藍這種

以性別氣質作爲表演噱頭， 但是私底下公然地參與香港明光社23遊行反同，甚至否

定性小衆成家的一基督徒24。 因此，筆者覺得至少護家盟沒有那麽公然地歧視跨性

別族群。 進一步地申論， 筆者認爲臺灣傳統反同右派基督徒是否具備真正有性別

平等意識的公民條件等學術分析和評估是臺灣學術界和政府在捍衛性別平等的一大

挑戰。 這方面的學術工作是非常地迫切和重要， 亦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因此，筆者覺得護家盟的團員可能基於特定的原因沒有能力明白"认知差异"的重要

性， 他們基本上只是反男同志運動，順道拿其它不同類別的性小衆來開刀，導致

其他的性小衆族群殃及池魚。 這種癥結事實上也會發生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異性戀

和有宗教信仰的異性戀， 只是打著反同的護家盟可能在审视自己的宗教观点上就

有明显的不同著力和盲點。  

真愛聯盟 

2011 年三月底成立，其領導者齊明稱因過於緊急當時還未向政府申請，主要在反

對該年八月將推出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稱其中性解放以及多元性別的教育會汙染孩

童的純潔，強調宗教的守貞念，於七月參與多場相關議題的公聽會，當中有多位貼

著紙膠帶，上頭寫著 Pure 的青少年到場作無聲聲援，讓許多支持多元性別者感到

                                                           

22 陳陽升。歐洲人權法院毀滅性的判決粉碎了婚姻平權？2014 年 8 月 13 日。 鏈接：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yang-sheng-

chen/%E6%AD%90%E6%B4%B2%E4%BA%BA%E6%AC%8A%E6%B3%95%E9%99%A2%E6%AF%80%E

6%BB%85%E6%80%A7%E7%9A%84%E5%88%A4%E6%B1%BA%E7%B2%89%E7%A2%8E%E4%BA%86

%E5%A9%9A%E5%A7%BB%E5%B9%B3%E6%AC%8A/10152448634766704?pnref=story 
23 香港明光社灣站 http://www.truth-light.org.hk/ 
24大專同志行動的臉書頁面。 2014 年 5 月 19 日。  

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photos/a.424769300956772.1073741828.423940851039617/498
408573592844/?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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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25。性別平等教育委員中，因有真愛聯盟的成員，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教

系的副教授丁雪茵而遭到質疑，認為奮鬥已久的平等又將被歧視銷毀。 

在 2013 年，真愛聯盟被斥責騎劫了每年 5 月 15 日由聯合國所訂定的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國際家庭日），並加入了守貞的議程，讓民衆譁然。 根據卡蜜爾的説

辭，真愛聯盟所宣稱「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要「形式」吻合某些教

會的規範，才叫「家庭」，這麼短淺的家庭考古概念並不符合聯合國的網站歷年

「國際家庭日」的主題。 因爲這些主題基本上會聚焦在家庭的功能與困境，例如：

確保工作與家庭的平衡（2012）、面對家庭貧困和社會排斥（2011）、在世界各地

的家庭遷移的影響（2010）、愛滋病毒／愛滋病與家庭福祉（2005）等，談全球化

與社會變遷下的家庭議題。 因此， 這篇文章揭露了真愛聯盟不政治正確地掛羊頭

賣狗肉，頂著「國際家庭日」的名義，卻一點也不尊重其他多元的家庭。甚至有參

與者分享了自己參加這個義走的經驗， 他面對這個團體的教友竟然刁難甚至暴髒

話和險些暴力對待其他參與者，特別是那些手持同志要成家、有單親會幸福、有隔

代教養阿公阿嬤我的寶、有陸配外配受歧視的標語，最後還是在警察的保護之下才

得以走完全整個義走行動26。 

 

. 

  

                                                           
25台灣真相聯盟。公聽會紀實－看清真愛聯盟的醜惡真貌。http://tulvlie.tw/hearing/ 
26卡蜜兒。公主漫步雲端：真愛聯盟綁架了國際家庭日。雅虎奇摩。（轉載臺灣立報）2013 年 4

月 30 號。鏈接：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C%E4%B8%BB%E6%BC%AB%E6%AD%A5%E9%9B%B2%E7%AB%A
F-%E7%9C%9F%E6%84%9B%E8%81%AF%E7%9B%9F%E7%B6%81%E6%9E%B6%E4%BA%86%E5%9C%8B%
E9%9A%9B%E5%AE%B6%E5%BA%AD%E6%97%A5-160854181.html 



20 
 

筆者的看法 

縱觀所有有關臺灣基督徒在臺灣性小衆政策和民主上的正面貢獻和負面缺失。 其

實筆者認爲基督右派在多元成家、同志平權、同志伴侶法等相關司法進程所施展 

的策略和展示的盲點，甚至直接和間接性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其實是很多面； 這當

中甚至讓我發現一些很值得關注的重點， 足以讓臺灣政府了解到怎樣幫助基督右

派融入這個多元的臺灣社會體系。 

 

首先， 筆者發現臺灣基督右派極度反同，透過遊行、動員搞局性別平等教育法公

聽會、製造僞反同學術、在社交媒體公佈訊息反同； 甚至到主動設立政黨進入政

治結構以公然反同志平權的前提下， 事實上臺灣和性小衆有關的多元性/別和多元

成家議案依舊扮演著重要的指標。因爲經過這 20 年， 同志運動的努力、捍衛人權

和人道的口號， 事實上臺灣同運迫使臺灣基督右派稍微收斂， 不再那麽招然若揭，

用更委婉的方式反同或者轉爲比較軟性的反同宣導。同志運動至少稍微阻止臺灣基

督右派歧視教會内的同性戀者； 詆毀其他的佛道儒教； 阻止臺灣基督右派公然地

傷害基督左派； 並增加臺灣性小眾的能見度 ； 增加臺灣人的性/別自尊和個人福祉

（自我追求）； 提升臺灣整體社會文明和人權意識 ； 讓臺灣人民明顯地認知到政

教勾結的弊端； 加強全民對性/別正義的社會意識。  

 

當然，筆者亦認爲臺灣政府政府必須協助臺灣基督右派有能力提升他們教會的素質

去了解國際組織對人權和人道甚至是特定性/別平等和性別平等議題的捍衛。 因爲

臺灣基督右派往往因爲臺灣不被聯合國接受， 甚至因爲他們本身捍衛宗教權威至

上等思維模式而當聯合國、國際公約、基督教會矮化女性領導力的癥結、間接性歧

視女性的問題不存在、.當其他的宗教非宗教、當學術是寶也是草、當基督男信徒

召妓是一種偽命題，甚至假設聖經比法律重要， 無法肯定其它宗教的多元性和其

他的宗教權威，以爲所有的宗教都歸耶穌管轄， 呈現一種自命清高的姿態，縱容

基督徒利用了基督教加持自己，任意鞭挞自己想鞭鞑的对象，導致臺灣人民深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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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更因著臺灣目前的司法體系沒有仇恨罪而無法申訴自己被剝削和侮辱的遭遇， 

導致臺灣無法達到真正的正義轉型。 

此外，筆者也想談基督左派和非基督徒在臺灣教育界的處境。 根據筆者的觀察確

實有基督左派在基督派系和宗教教育資源上被剝削， 可能因爲自己是同性戀而無

法上神學院；甚至因爲自己的性傾向而被基督派系的教會傷害， 這種問題連挺同

的異性戀基督徒都無從幸免。  

筆者認爲臺灣基督右派濫用學術權威的問題很嚴重，而且這不僅僅是臺灣的問題，

而是大中華的問題，甚至是亞洲的反同行徑。根據筆者的觀察，其实有些反同基督

徒對學術的態度很奇怪， 他们很怕自己的信徒那些高学历的同運學者煽動和影響

而支持同性恋權益甚至相關的運動； 同时他们又要仰赖高学历的反同基督徒的學

術文獻來合理化他們反同的行徑。 很多教會甚至掩飾基督宗教历史曾经大量地杀

害了很多学术人员的事實，又灌輸教友所謂基督教的信徒孩子都學有所成，在專業

領域很優秀等現象。 

這種表裏不一甚至矛盾怪誕的基督學術立場，讓筆者覺得臺灣基督右派注重學歷和

學術，仰賴學術文獻來反同，但是也矮化和貶低学术的功能性， 縱容信徒因为学

历高而产生虚荣感， 卻和学术特別是科學研究的丰功伟绩保持一段距離。他們竟

然毫無原則地因爲同性戀立場和同志權益而沒有原則地伤害自己的基督體系内 

“挺同教徒”和異教徒 。筆者認爲臺灣右派反同基督徒和領袖， 无论他們屬否學

術界， 最好和学术撇清关系， 因爲臺灣政府目前還沒有學術體制和機構鑑定所有

來自臺灣的反同僞學術文本， 這對臺灣學術圈子、民衆和性小衆造成很大的困擾。

筆者也發現到目前能夠和學術進展與時並進的群體多是臺灣基督左派而不是基督右

派， 基督右派只是大量挪用過去在歐美反同的資源、教材、文獻和例子來鞏固自

己可以合理化逆向歧視的行使權。 

同樣的問題和隱憂也會投射到臺灣的教育界， 因爲臺灣民衆的小孩如果被一個反

同基督徒的老師教導，這可能會導致兒童輕易地獲得很多充滿偏見和扭曲的教材訊

息。 加上反同基督徒的本質可能對性教育、人權和權威的誤差、人道正義感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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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同理性塑造的偏差、鼓吹盲目崇信和仰望男性霸權的基督宗教領導力的内部文

化， 再加上沒有正確完整的又沒有性別平等意識，其實這個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因此，筆者認爲基督反同教徒事實上可能一點都不適合在非基督源流的學校和大學

擔任老師，因爲這等于將非基督徒和性小衆置身在所有仇恨罪的潛伏區，導致他們

隨時被歧視和剝削， 更可能難以偵查的内化歧視而被剝削學術和教育的資源和機

會。  

基於筆者在公共機制內擔任社會監督的職務，筆者對臺灣小部分的反同右派宗教團

體所出現的反同論述進而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現象而感到遺憾。筆者知情臺灣的

高等教育機構是非常地密集和多元， 甚至臺政清交與幾所私立大學都在學術研究

和功績上成就斐然， 形成一種讓人仰望的學術成就， 應該有能力鼓勵和影響臺灣

人民尊重學術權威。 然而，唯獨在反同的浪潮裏， 反同學書文獻為濫用， 臺灣部

分反同教會的軟文化輸出，依舊可以讓高學歷和學術能力好的民衆囫圇吞棗甚至是

起了危言聳聽的效應，讓筆者不解，爲什麽臺灣學術權威和鑑定反同文獻的實質實

力和距離那麽遙遠？甚至無法讓學者基於學術正義而挺身而出。  

筆者也相當納悶爲什麽臺灣政府對仇恨罪的立法工作沒有興趣， 甚至對反同宗教

集團侮辱弱勢群體的偽學術文獻隨之而來的後續效應完全無感。 如果今天原住民

被侮辱為惡魔和邪靈，政府可能無法忽略，會立馬採取特定的行動。 但是臺灣政

府對極端反同宗教集團卻非常地寬容，讓筆者非常地不解。 筆者亦遺憾臺灣的反

同基督右派在性/別議題上停留在偏差性的道德審判而不是自家的學術精進。根據

筆者的觀察，他們針對性/別歧視的課題而涉及學術剽竊、強烈宣示排他性、思維

擴展性低和無深度思索的現象亦讓人權工作者和社會運動參與者覺得荒謬。更詭異

的是部分的右派反同基督徒對教宗多次道歉的舉動渾然不知，更無法和國際的總部

接軌， 讓筆者進一步推測臺灣反同領導層可能蓄意掩飾特定的資訊來鞏固反同的

機制性文化。  

另一方面， 根據筆者和基督徒的交流，亞洲區域的基督教會， 只有基督左派比較

性向正直和性別正義； 至於基督右派， 筆者覺得他們必須先解決自己體制內的重



23 
 

男輕女的問題， 特別是剝削基督女性成為宗教領袖的機會， 再來談自己對性別平

等是否有充裕的認知， 否則筆者個人認為 "基督右派女信徒"很沒有自主權， 完全

無法在目前臺灣長期捍衛的性別主流化和女性領導力中享有同等的權益。  

相對的， 臺灣的基督左派非常地有人權和人道主義的認知， 部分的他們對同志非

常地友善，而且本身就有很大的同理心和愛心。他們和右派絕然不同的是他們肯定

他們身就有原罪， 並沒有因此而認定自己高人一等， 對輿論相對性有批判的能力， 

也不齒反同教會的愚民伎倆， 在溝通的過程中比較以事論事， 不會以唯我獨尊的

姿態無視對方的宗教背景， 溝通過程的論述中肯而起注重學術倫理。筆者認爲基

督徒也有探討多元性別的空間， 他們能夠從很紮實的學術理論去實踐， 而不是停

留在唯心的驅使， 當然如果基督左派能夠有改革教會的心態和勇敢， 筆者似乎看

到更大的平權曙光了。  

以臺灣目前的處境，其實就算臺灣已經通過了多元成家和同志平權， 筆者認為臺

灣基督反同右派是不會放棄剝削和歧視同性戀者的機會。 因此， 臺灣政府必須推

行很多後續的宗教組織性的宣導工作， 幫助這小部分的基督右派反同基督徒剔出

他們潛移默化的内化歧視， 促進性向平等的整合工作必須儘快實施。 此外，筆者

認爲臺灣政府也必須拿出絕大的轉型正義的決心瓦解長期潛伏在政教體制内的政治

利益和基督教派系之間的角力， 因爲臺灣的基督右派一直都是社會裡頭的既得利

益者，宗教權威轉型對部分男性霸權的領導層來説是很艱苦的。 這就是爲什麽筆

者發現到臺灣反同基督徒寧可選擇涉及剝削同志權益和人權認知的工作， 都不願

意參與協調其他教會内部對臺灣娼妓合法化、 瓦解犬儒和重男輕女等迂腐意識、

歧視變性人的問題， 可見他們的焦點是蠻有 "選擇性"的企圖。  

小總結， 筆者認爲基督左派和基督右派必須有辯論、溝通、整合等平台的契機。

他們非常需要內部整合，而不是縱容小部分散亂的團體到處散播不邏輯的恐逆向歧

視訊息。因此，筆者呼籲臺灣政府大量培育性/別專員、性/別專家和學者以提供臺

灣社會內部更專業的學術輔助、人權意識和性別平等和性/別正義等課題的社會倡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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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建議 

筆者針對如何改善臺灣基督右派對臺灣社會的參與、融合、政治正確能力塑造和公

共政策上的參與， 提出以下的看法： 

1 捍衛社會正義的基督右派和右派開始獻身改革臺灣基督教，抽出罪孽化同性戀的

部分，嚴厲地審判右派教會的學術不謹慎甚至是涉及剽竊的學術罪行，要求該牧師

們辭職，甚至對基督右派教會慣性霸凌的行徑做出嚴厲和嚴格的審核，針對基督徒

和普世價值所提倡的逆違，重新建塑新基督右派，或者直接納入符合人權和人道的

基督教價值。 

2 努力剔除右派反同教會的内化歧視 ， 幫助他們建立平等的認知。 

筆者在之前的論文「淺談台灣教育機制中的內化歧視與性別正義」中提到“內化歧視

是一種被讀聽起來都很堂皇、正派、理性的理由並用以掩飾該群體性的歧視心態 ; 

這種歧視最難被偵破，因為它是可以被合理化的。合理化它的事物包括膚淺認知，

男性霸權、宗教霸權、忽略女性學術成果、非邏輯思考、不紮實和片面選擇性學術

論說、社會保守的社會教條、選擇性執行國際公約的條例和其他多元的縱容歧視面

向去根植它的存在。要發現內化歧視，最好的方式是將當事人內心最大的歧視以辯

論和溝通的方式發掘出來。”27，因此臺灣政府和各個單位可以幫助基督徒了解到

這一點。  

                                                           
27 楊辰昕。淺談臺灣教育體制中的内化歧視。  頁 18。2013 Paper: Brief discussion upon the 

internalized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justice in Taiwan Education Mechanism. Duration: 11th Oct 2013 – 

12th Oct 2013.This paper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with title: Gender 

Justice：The Assessment Upon Family, School and Employment Field for the 

restructuring and rebuilding objectives at Taiwan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Link：http://iics.ust.edu.tw/partner_2.php?page=2&bgid=1 

 

 

http://iics.ust.edu.tw/partner_2.php?page=2&bg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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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廣實際的性/別友善的社會公益計劃，基督左派可以透過教會的硬体設施和物業

安置輟學和無家可歸的性小衆青少年（18-24 歲）的中途之家。教會可以提供短期

居住、學習技能、輔導就業等； 保證他們不會被暴力對待而且處身安全。  

4 筆者認爲台灣基督右派反同信徒對同性戀者的看法就是一種分別心， 他們很擔心

自己所熟悉的社會架構會因為立法而崩塌， 他們心裡完全沒有站在同性戀者的立

場著想。 因此， 筆者建議臺灣政府特別是内政部設置一種名為"基督右派反同信徒

身分證"讓這類信徒登記。  

臺灣政府應該成立臺灣基督右派宗教局， 並透過内政部去建立和統計這群基督右

派群體的數據， 特別是他們當中如果有人涉及歧視、墮胎、婚外情、未婚失貞、

性愛敗德， 這群人就必須立刻到上網向警察局和内政部自首和報到，然後再去台

灣內政部登記準備公開懺悔。 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建立平常心和偵測到信徒實踐基

督教的誠信度。  

這個公共置設也可以幫助右派宗教體制認知到隱私是否可以用作宗教審判的正當性， 

幫助基督右派了解到平等、尊重、辨認差距和多元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了解到

他們自身基督右派以宗教權威來干涉愛情和個人情感的邏輯是否恰當。 當然，筆

者相信這個制度絕對會讓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基督左派、跨性人、佛教徒、道教

徒、非基督右派的所有人打從心裡佩服基督右派反同信徒，也增加了基督教在臺灣

的威望。 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系統讓臺灣人民明白宗教權威是否應該介入公

共體制而影響弱勢群體，甚至幫助基督徒思考如何設身處地地審視宗教體系、聖經

内容和社會正義轉型所需要的努力是多方面，包括基督徒的真誠和誠懇。  

5 筆者也認爲基督右派必須成立“反逆向歧視毀諾基金會”來面對他們宗教失信的

傷害， 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教義負責，還有領導層涉及的仇恨罪罪行做出賠償的承

諾， 畢竟人類甚至臺灣公民的尊嚴不應該押注在他們的宗教認知， 他們也應該實

際地捍衛反歧視的工作。 

6 筆者覺得基督左派應該多和基督右派有互動，確保兩者之間的認知有交流的機會， 

而不是大家關起門做自己的事情，畢竟性/別平等是一個必須學習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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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文媒體應該提供大量的曝光機會和社會能見度給基督左派，他們才能夠減低歧

視，而且成為基督宗教發展中的最大契機。 

8 筆者建議臺灣臉書管理層的工作人員秉持著人權和高度正義感將反同信徒侮辱臺

灣性小眾的貼鑑定為涉及侮辱和敗德， 並將它們移除。同時，筆者也建議社交媒

體設立人權和人道調查委員會讓反同組織從此在臉書消失。 因爲臺灣的性小衆在

臺灣處於劣勢，和反同宗教集團相較之下，他們是處於勢力不均等的狀況。 因此， 

如果臉書縱容反同信徒利用社交媒體來歧視同性戀人和跨性別，就是助桀為虐。 

9 臺灣的社交媒體可以和臺灣内政部密切地合作，將所有反同的證據交給臺灣政府

作爲司法參考。畢竟臺灣政府目前就是缺乏了這些資料而導致臺灣同志平權的進程

才遲遲未能定案。爲了臺灣的轉型正義，所有臺灣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可以做更多

的事情，提供資料和數据給臺灣政府和基督教領袖幫助基督教徒加強他們對人權和

人道德認知， 同步瓦解社會體内對社會正義無感和犬儒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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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筆者覺得這項研究讓筆者進一步地了解到臺灣基督右派儘管自稱是少數宗教團體卻

在各個層面上施展了非常強大的社會層面和政治層面的槓桿作用， 他們涉及的界

面包括剝削、污名、阻礙、傷害、扭曲學術論述，造成國内基督左派、 性小衆、 無

神論者、 學術界的困擾和傷害。 這個研究結果是筆者所料不及的， 筆者認爲這一

切的公開論述必須接受更大的政治和司法審視， 以鳥瞰的界面去了解到底這是否

涉及公然傷害其他臺灣社會群體， 甚至了解他們過去自臺灣立國以來， 如何運籌

特定人性上的怠惰、權力制衡、反人權手段、宗教罪伎倆來唬弄臺灣政府和所有社

會層次的人民。  

 

此外，臺灣社會和宗教團體有必要思考基督右派的傷害是否乖離了這個宗教的原旨

意，因爲教宗方濟曾經說過光明的基督徒充滿了光，努力以這光明事奉上主；黑暗

的基督徒則墮入一種罪惡的生活，遠離上主的生活，說著那些出於惡的話。 但還

有第三類基督徒，既不光明也不黑暗，他們是『灰色』的基督徒。」所謂灰色的基

督徒， 他們總處在灰色地帶，不冷不熱，既不光明也不黑暗。他們會說“我是基

督徒，不做誇張之事”，卻做許多壞事，因為他們的基督徒見證到最後製造了困惑，

播撒了負面的見證。28 但是，臺灣基督右派在公共性質下所展示的行爲模式和立場

並不那麽政治正確， 有違悖真正基督派系的期許之嫌， 而且現有的基督左派似乎

對右派的宗教罪行相當地庇護，沒有嚴明堅守宗教原則， 以最大的正感指斥他們。 

 

這種形態讓筆者覺得臺灣政府和社會似乎還不是真的得很了解臺灣基督右派部分的

形勢和真相就盲目地相信其基督宗教的權威而深信不疑， 就連臺灣政府也不覺得

                                                           
28 鹽和光主編。題目：聽其談吐就能認出他們是否是光明的基督徒。 鹽和光網站。2014 年 10 月 27

日。 連接：

http://saltandlighttv.org/chinese/%E8%81%BD%E5%85%B6%E8%AB%87%E5%90%90%E5%B0%B1%E8%8

3%BD%E8%AA%8D%E5%87%BA%E4%BB%96%E5%80%91%E6%98%AF%E5%90%A6%E6%98%AF%E

5%85%89%E6%98%8E%E7%9A%84%E5%9F%BA%E7%9D%A3%E5%B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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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議程當中有詐。然，  瑞吉・葛文（Ricky Gervais）就曾經說：“基督教的聖

經比較像是由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恐同性戀者、暴力主義者、性受挫者所寫

的，反而不像是由一個慈愛的上帝所作。真怪。”29可見， 臺灣政府無法以更高的

審視角度去了解宗教過度搞局，無視臺灣人民的傷害，而耽擱了駕淩宗教權威的公

共政策和施效方針。 筆者也很遺憾， 目前臺灣反同基督徒對同性戀者的傷害是不

需要賠償的， 無論任何方式、形態、語言上的侮辱，只要是反同基督徒， 他們都

不曾付出過司法代價。 

針對此， 筆者也必須指出臺灣目前現有的社會和民衆存有的犬儒現象、剝削無感、

無社會正義、冷漠的現象感到心寒， 特別是其他的宗教竟然不知道臺灣基督右派

的問題所在而紛紛加入了護駕盟，甚至有些宗教來自佛道儒教派系，卻沒有足夠的

宗教智慧去體現無量捨的精神，讓筆者覺得反同背後的集團性議程沒有那麽單純， 

這個課題還有很大被研究和探測的空間。 這個看法部分也曾經被同運學者歐陽文

先生提及。 他曾經引述馬丁路德金的話來敍述目前反同的概況：“馬丁路德金曾

说 "我最大痛苦，不在於敌人造谣，而在於朋友知道真相而保持沉默"，身为同志， 

活在反同恐同的社会，对这句尤其感触良多。反同的人有多恶多蠢， 我都不怕，

但自称是我朋友的，在别人攻击同性恋者时视若无睹若无其事才真正叫我难过，令

我忍不住重新思考"朋友"或甚至是"好朋友"的定义。” 可見臺灣反同宗教朋黨主義

一直都存在，卻也因爲同志運動和多元成家這個課題而更加凸現。  

 

眼見如此荒謬的社會局面， 筆者也覺得基督教信徒必須拿出絕大的勇氣來推動基

督體制内的政治轉型， 要求違反人權的宗教領袖辭職和推動内部改革。因爲臺灣

基督反同右派最大的敵人是他們長期經由教會熏陶出來的負面文化，特別是對剝削

無感，自願成爲霸淩剝削的幫兇的下流卑鄙行徑。 基督教義強調臣服、奴化和盲

                                                           
29 Ricky Gervais。 It’s almost as if The Bible was written by racist， sexist， homophobic， 

violent， sexually frustrated men， instead of a loving God. Weird.。The website of 

Atheistre Public. 鏈接；http://www.atheistrepublic.com/gallery/ricky-gervais-bible-was-written-

racist-sexist-homophobic-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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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崇信的本質導致部分基督徒異常懦弱，他們雖然表明立場支持同性戀平權、多元

成家和性/別人權，但是他們不願意爭取修改聖經。其實特定幾個臺灣基督派系和

教機制財雄勢大，修改聖經易如反掌，實在沒有必要爲了宗教政治議程和不合時宜

的經文内容甚至宗教權威的考量，拿弱勢群體來開刀，此舉非常不尊重基督左派和

無神論者。 

 

筆者也打算重申她對近代亞洲區域内一些反同右派基督徒本質的觀察，特別是基督

信徒們在人性上出現的正義感怠惰和懦弱是怎樣地相輔相成， 加上反同天主教領

袖和反同基督教領袖對宗教權威的權謀和霸權無法下放的問題， 甚至目前亞州區

域性的基督反同謀略輸送管道作爲鞏固教會議程的陰謀。這種極端又集團性建構内

在歧視的宗教政治議程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其實臺灣人民沒有必要對蔡英文和臺灣

政府存有太多的奢望， 臺灣的内閣一天沒有一個立委和内閣成員是同性戀者， 臺

灣是無法瓦解反同右派宗教集團包括基督徒右派和天主教主張的反同立場甚至粉碎

他們頻密出手的反同伎倆。 臺灣政客很多時候還是以主導者的姿態決定和支配性

小衆能夠擁有什麽，甚至頻密地展示他們和反同基督派系靠攏的姿態， 更出現了

捍衛基督徒家庭模式的信望盟政治團隊出征了 2016 年的「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甚至拿下了 1.69% 的選票，所以類似這種招搖過市的反

同宗教政黨對臺灣民主的介入不容小覷。30  

臺灣整體社會會因爲特定基督群體的短視而裹足不前，這群人肯定包括内含著基督

教議程的中央政府朝野兩派、反同基督徒、無法勇敢的基督徒、懦弱奴化的基督徒

而導致臺灣社會無法高瞻遠樹跨步向前，只能夠一小步一小步地纏足而行， 實為

可惜。就這種感受就像看著企業諾基亞（Nokia） 和柯達（Kodak）因爲來不及轉型

而被要求清盤； 這和臺灣政府也公然允許拖磨、拖累、虛耗性小衆、挺同異性戀

者、目光長遠的人民和無神論者的權益一樣。儘管基督宗教霸權在臺灣的地位是如

此地囂張是常見的事情， 畢竟整個亞洲可能都是如此的局面， 大家也許都司空見

                                                           
30
 杜胤廣 。（2016）一次失敗不等於永遠失敗 信望盟打下美好一仗 1.69%政黨票排名第八。基督

教今日報。2016 年 1 月 17 日。鏈接：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7573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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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甚至習以爲常，但是也説明了爲什麽很多對文明和人道有更高要求的亞裔選擇了

離開亞洲，筆者對臺灣政府蠻有恨鉄不成鋼的遺憾。  

最後，筆者引用 2013 年臺灣政治人對婚姻平權的看法的序文31作爲這篇論文的結束。

當中提到“作為政治人，我們主張：以遵守憲法平等權為前提，應該落實政治哲學

的公平與正義之概念，尊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並保障包括單親、隔代教養、

繼親、同居、單身等家庭的實質權利。在此前提下，我們樂見目前所有不同的民法

修正草案及討論意見的出現。我們認為，對於所有制度設計抱持開放的態度，才能

鼓勵更多元的公共參與和實質討論，以期提供不同家庭制度需求的人們更平等、充

分的制度保障”。秉持著同樣的信念， 這篇論文也因此而產生。筆者期許所有愛

臺灣、 關心臺灣、 所愛之人在臺灣國境内的人能夠在臺灣此時嚴重政教（基督教）

勾結的氛圍中， 勇敢地秉持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初衷， 並突破公共體系被污濁化的

困境。畢竟臺灣不是屬於基督右派和右派宗教集團而已。 

 

 

 

 

 

 

 

 

                                                           
31
 臺灣政治人對婚姻平權的看法。2013 年。鏈接：

https://docs.google.com/a/siswa.um.edu.my/forms/d/e/1FAIpQLSdBRU4AIFwNKxXdLtqNDcpzV-

eceRYML2KI6emvQPZndKgaA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siswa.um.edu.my/forms/d/e/1FAIpQLSdBRU4AIFwNKxXdLtqNDcpzV-eceRYML2KI6emvQPZndKgaA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siswa.um.edu.my/forms/d/e/1FAIpQLSdBRU4AIFwNKxXdLtqNDcpzV-eceRYML2KI6emvQPZndKgaA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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