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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作為新興的反制運動，以婚姻、性與家庭為論

述角力場域，挑戰台灣性別平權運動多年的成果並挑動文化戰爭，它強

調異性戀婚姻及家庭作為傳統正典的重要性，嚴厲反對非異性戀婚姻

外的性行為、家庭組成模式與親職撫育。在家庭論述方面，排除同志進

入多重層次家庭「天家天堂」、「地家教會」與成立「血緣家庭」的機

會；在性論述上，視同性性行為為宗教上的罪行，靈恩派教會獨特的「魂

結」（soul ties），認為「同性戀的靈」將透過性行為途徑傳播使人成為

同性戀者，因恐同心態進而漠視性少數族群的人權保障。 

基督教保守運動視台灣社會家庭的多元化樣態是婚姻與家庭制度

瓦解前兆，並歸結其為性別平權運動造成，其獨尊異性戀霸權的家庭意

識型態與親職操作執念，反而讓基督教保守運動的婚家訴求成為「毀家

廢婚」推手，相形之下，同性婚姻反倒鞏固了婚姻與家庭制度的存續。

可見未來基督教保守運動仍將是台灣性別平權運動最大的挑戰。 

 

關鍵詞：基督教保守運動、反同、文化戰爭、宗教右派、性別平權 

 
 國立臺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感謝兩位匿名審核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本文更加周延完善，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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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s Regarding Discourses on Sex, Family, 

and Marriage in Taiwan’s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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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counter movement, the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uses discourse on marriage, sex, and family to challenge the 

achievements of Taiwan’s gender equality campaign for years and to provoke 

a culture war. The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eterosexual marriage and family as the traditional canon and 

strongly opposes non-heterosexual marriage, family composition patterns, and 

parental upbringing. For the family-related discourse, homosexual couples are 

refused to enter into multi-level families （i.e., heavenly family in heaven and 

church family on the earth） and are refused to have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a blood family. For the sex-related discourse, homosexual sex is treated as a 

religious sin. According to the unique soul ties proposed by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homosexual soul can turn people into homosexuals through 

sexual behavior. Accordingly, the human rights of sexual minorities are 

neglected due to the homophobia mindset. 

The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considers the diverse types of 

families in Taiwan society as a precursor to the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s, which results from the gender equality 

campaign. The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sists on family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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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rental upbringing based on heterosexual hegemony. Under this 

insistence, the appeals for heterosexual marriage and family by the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become the promoter of “destroying family and 

abolishing marriage.” By contrast, same-sex marriage consolidates the 

continuance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s. In the future, the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will still pose a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Taiwan’s 

gender equality campaign. 

 

 

 

Keywords: Christi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anti-LGBT, culture war, 

Christian right,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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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代初期起，台灣興起一波富含宗教氣息與思維的新興社

會運動，本研究在此以「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稱之，因其倡議主導組

織主要領導人物多為基督教領袖，動員網絡大宗亦為基督教信徒社群。

在運動論述層面，其「愛家」論述多與提倡異性婚姻關係內的生殖傳承

有關，透過性行為結合而產生的血緣親屬關係與家庭定義，必須放在

「異性戀」加上「婚姻」兩個必要條件結合的框架內才得以成立，在異

性婚姻框架外的性行為與婚姻結合都被視為「毀家廢婚」，因此，它與

台灣的性別平權運動及同志婚姻權利爭取為敵，成為一種恐（同）性的

反制運動，立場鮮明地站在性別平等與婚姻平權的對立面，值得注意的

地方是此反制運動的著力點都與「性」相關。 

自上世紀 90 年代起，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性別平權運動已小有成

果，如性別平等工作法對於女性的工作權益保障，及婦女的保障名額、

力行同工同酬訴求等；還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 年）、《家庭暴

力防治法》（1998 年）、《性騷擾防治法》（2005 年）等對於人民身體權

利的保護；或是《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 年），保障全國各級學校師

生、員工受教權與工作權益不得因性別、性別氣質或性傾向而有所妨

害。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法條的通過與實施鮮少見到基督教徒的抗議，

研究者認為這應是基於這些議題幾乎未觸及到基督教的核心議題：性、

婚姻與家庭，而且都還在以異性戀為主的範疇內；然而，情況卻在台灣

的性別平權運動進展到同志婚權議題時驟變，基督徒指其為毀家滅國

之舉，因同志議題已跨出基督教所認可的異性戀範圍，涉及到宗教「同

性性行為」的罪，觸動他們恐性的道德神經。 

基督教保守運動動員最有名的例子是 2018 年底公投提案令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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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不得受民法保障婚姻權，在號召成功提案通過的情況下，2019 年

台灣僅能給予同志族群《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俗稱「同

婚專法」）的保障，而在此研究進行的當下，他們仍持續在公領域發聲，

以政黨化方式試圖在政治與法律領域內著力，可見基督教保守運動仍

會成為台灣性別平權運動的最大阻力之一。 

本研究以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的「性」與「家庭」論述作為研究目

標，本研究試圖剖析台灣的基督教論述與宗教思維是如何主導這場以

「性」、「婚姻」與「家庭」為主要戰場的文化戰爭，在此運動目前仍方

興未艾的現況下，針對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作系統性的整理並爬梳其

具爭議之處。 

本研究使用論述分析為研究方法，並以訪談資料作為輔助。 

意義是透過論述被社會性的建構而成，而論述亦為社會的產物，可

以得知論述產生當下的社會脈絡，以 Foucault 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來說，「論述是由特定的社會體制所生產出來的語言陳述，而

意識型態便是透過這種語言陳述來散播流傳的。」1本研究節錄不少台

灣基督教保守團體（含代表人物）的公開活動紀錄報導，試圖透過分析

其論述觀點，來釐清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所型塑出的性道德價值意義，

其公開論述應可充份表達該方觀點，因此，不另行訪談，而以論述分析

進行研究。 

在個案訪談方面，本研究主要受訪者有 6 位（簡介表如下），受訪

者除了老吳之外皆為基督教徒，因多位受訪者皆與基督教機構相關，為

了保護受訪者本研究皆以化名稱呼之。其經歷皆與基督教保守運動議

 
1 游美惠，〈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

8期，2000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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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關，某些受訪者在保守運動大本營的教會聚會、有些受訪者在社運

現場與保守運動交手過，有些受訪者則試圖在宗教領域內與對方對話，

他們提供的訪談資料，可一窺其所見聞的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的樣貌

與意識型態，受訪者的基督教背景與社運經歷等所帶出的反思，也增進

了研究豐厚程度。受訪者簡介如下。 

表 1.受訪者簡介表 

 化名 職業別 教會宗派 

1 小亮 企業高層主管 某巨型教會（靈恩派） 

2 阿文 中研院助理研究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3 老吳 前立法委員候選人 無 

4 人可 牧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5 禎子 牧師 獨立教會（靈恩派） 

6 喬瑟芬 社會評論家 召會 

註：本表為研究者自製 

受訪者小亮曾擔任某巨型教會（Mega Church）2幹部，提供了參與

基督教保守運動動員與訓練的第一手資訊。本身對於台灣保守基督教運

動在教會內的運作方式非常熟悉；阿文為學術研究人員，長期深耕台灣

基督教現象；老吳從事同志平權運動多年，能以台灣性別平權運動前線

工作者的角度，提供台灣保守基督教運動對於性別平等運動造成影響的

經驗分享；人可牧師是長老教會裡對於性別議題十分友善的牧師，對台

灣保守基督教運動有獨到見解；禎子牧師出身長老教會背景，長期參加

 
2 巨型教會（Mega Church）意指教友數目驚人的教會，通常週日主日崇拜的人

數會超過千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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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平權運動工作，對基督教保守運動能提供教會前線與性別運動

前線的雙重分析；喬瑟芬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理事，對性別、台灣

基督教保守運動的剖析文章散見於各大電子傳媒，著有多篇評論文章。 

（一）全球基督教保守運動：跨越國際宗教護家組織 

現今在全球各地興起的基督教保守運動，其起源可追溯自於二十世

紀七、八○年代由美國發跡的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或稱「基督

教右派」），宗教右派作為宗教社會運動，以福音派信徒3作為動員群眾主

體，主張基督徒應大規模地介入政黨政治與社會各文化領域，家庭、兒

少、性等議題是它聚焦核心，力圖恢復美國以基督教新教作為社會核心

基礎的狀態。作為一種和基督救贖相關新教信仰風格，福音派觸及了美

國的所有基督教派別，不論是長老教會、浸信會、衛理公會、門諾會、

五旬節教派等，都與福音派息息相關。喬治城大學政治學教授 Clyde 

Wilcox 曾定義宗教右派為「企圖推動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新教基督徒參

與政治行動的社會運動」4，點出福音派信徒與基督教右派間的密切關連，

福音派信徒所形成的龐大人力動員資源，與其慷慨捐獻的金錢，成為基

督教保守運動最主要的人力與財力支助。 

 
3 福音派的基本信念包括：（1）宗教改革關於《聖經》最終權威的學說；（2）

《聖經》中記載之上帝救世的真實歷史特徵；（3）以基督的贖罪為基礎的永

恆生命的拯救；（4）福音主義與宣教的重要性；（5）一種精神上得到轉化的

生命的重要性。以上引自 George M. Marsden著，宋繼杰譯，《認識美國基要

派與福音派》，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5月，頁 4。 

4 余創豪，〈美國基督教右派簡史〉，2010年，取自：https://www.creative-wisdom. 

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christian_right.shtml（檢索日期：2021年 5月 28日）。 

https://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christian_righ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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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先提到台灣的基督教保守運動是向韓國、香港及新加坡取經，

而其宗主國是美國。5台灣的基督教保守運動在論題論述也與香港及美國

一脈相傳，呈現出非常相似的面貌，其因源於各地基督教保守團體自

2000 年起有密切合作現象，如下列例子：（1）2004 年 5 月香港明光社在

台北市浸信會懷恩堂舉行「重尋真性——性解放洪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

回應」研討會，與台灣基督教團體進行「學術交流」，參與團體皆為台灣

知名基督教團體。6（2）2010 年校園福音團契舉辦的第十一屆青年宣道

大會，邀請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擔任講員，專題演講「同性戀運動對宣

道的挑戰」，並有專文〈他山之石——專訪香港「明光社」蔡志森總幹事

看香港基督徒群體如何回應同性戀議題〉。（3）2012 年，校園福音團契

與香港性文化學會合作，共同舉辦「2012 時代議題講座：消失的性別界

限」，此系列專題講座邀請明光社、性文化學會作為主要講員，提供香港

經驗作為台灣未來面對性別議題的參考。7 

 
5 黃克先，〈全球化東方開打的「文化戰爭」：台灣保守基督教如何現身公領域

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收於陳美華、王秀雲、黃于玲主編，《欲望性公民：

同性親密公民權讀本》，高雄市：巨流，2018年，頁 229-250。 

6 參與基督教團體有：校園福音團契、愛鄰社區服務協會、勵馨基金會、希望

之光、雙福基金會家庭暨生命倫理中心等，皆為保守的基督教團體。來源取

自：洪子雲，明光社項目主任〔研究〕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吹」出台灣夢

——台灣性文化研討會〉，《燭光網絡》37期，2004年 7月 13日，取自： 

https://www.truth- light.org.hk/nt/article/%E3%80%8C%E5%90%B9%E3% 

80%8D%E5%87%BA%E5%8F%B0%E7%81%A3%E5%A4%A2%E2%94%8

0%E2%94%80%E5%8F%B0%E7%81%A3%E6%80%A7%E6%96%87%E5%

8C%96%E7%A0%94%E8%A8%8E%E6%9C%83。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7 日。 

7 〈性革命震盪家庭結構  教會當禱告〉，《國度復興報》，2012年 5月 22日，取自：

https://krtnews.tw/chinese- church/local/article/1148.html?tmpl= component& 

https://krtnews.tw/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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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全球基督教保守運動在議題方面的立場趨向一致，這源

自於其動員載體為福音派信徒，福音派基礎信念為確立《聖經》的唯一

權威位置，堅定地相信「聖經無謬誤」（inerrant）8，在此種論述語境下，

聖經翻譯不可能發生多重文意或文意混淆等問題，因為上帝會保守翻譯

的過程，既然聖經是不會有誤差的，那上帝的旨意明確的用「字面解經」

的方式便可以瞭解，如知名神學家王明道便曾多次表示：「我的信仰和我

所傳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聖經去。……我總要信聖經裏所有的，不能

少也不能多」9，王氏堅持聖經經文字面意義（plain meaning）的可靠性，

是字面主義解經（plain interpretation）的代表人物；備受福音派教會推崇

的近代神學家倪柝聲解經原則亦類似，「在解釋神的話語上，我們應當知

道：除了比喻、預兆、記號等等之外，我們都應當按著字面解說」10，倪

氏雖強調「字面解經」與「靈意說」並重，但還是首先需以字面解經為

主，因此，全球的基督教保守運動在家庭、性等方面的論述呈現驚人的

一致性，與他們採用字面解經方式詮譯性、婚姻與家庭等相關經文有關。 

（二）同志的性與靈的傳染力：同志是破壞家庭價值的頭

號凶手？ 

 

print=1&layout=default。（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8 一種堅信《聖經》完全無誤的思維，如「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1978），便是

由「國際『聖經無誤』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

於 1978年 10月 26-28日召開的會議，旨在制訂及發表聖經無誤宣言，取自：

https://www.rectp.org/2010/06/blog-post_04.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9 蘇遠泰，〈從詮釋的衝突到衝突的詮釋〉，收於鄧瑞強、趙崇明編，《當衝突遇

上合好》，台北：基道出版社，2012年，頁 10。 

10 倪柝聲，《倪柝聲文輯》，第二輯，第四冊，台北市：台灣福音書房，1991年，

頁 261。 

https://www.rectp.org/2010/06/blog-post_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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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是帶有階序性的，如 Foucault 將 19 世紀末社會將性的論述納入

科學論述的這套機制為「性科學」（scientia sexualis），它的作用是判斷性

行為的正常與否，「性科學將原先未經分類的日常行為命名、分類，經由

科學研究定義而成各式的『性變態』（perversions）。……性科學由性變態

者的所作所為推斷其人格，彷彿行為或性生活本身就足以定義一個

人。」11 

Gayle Rubin 在〈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一文內提到「性階序」的概念，指出西方社會針對性活動作出評價並予

以分等級，處於性金字塔頂端的是婚內的、以生殖為目的的異性戀者，

研究者認為這段分析相當的中肯，也說明了異性戀霸權的存在基礎：異

性戀婚內性行為，「在這個分層體系中處於高層的個人，被授予精神健康

的證書，受到尊敬，得到合法的地位，得到社會和身體行動的自由，得

到制度的支持和物質利益」12；相較於異性戀者的婚內性行為受到認可，

其他非婚內、非異性戀式的性行為則受到貶抑，「性行為或職業處於這個

等級體系的底層的個人，則往往會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疾病，品格不端，

犯罪，他們的社會和身體行動的自由受到限制，失去制度的支持，還會

受到經濟制裁」13，這類「地位低下」的性活動被汙蔑為有精神疾病的、

 
11 張永靖，〈男同志搖頭性愛的奇觀：《搖頭花：一對同志愛侶的 e-Trip》中不

爽的單偶者、妒羨、酷兒〉，收於丁乃非、劉人鵬編，《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新北市：蜃樓，2011年，頁 301。 

12 Gayle Rubin，李銀河譯，〈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

兒理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頁 16-17。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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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的、墮落的，同性性行為也包括在內。而父母的臥房被認可為性

得以進行的合法地點，如 Foucault 所言：「無論在社會範圍內還是在家庭

範圍內，只存在一個被認可之性的場所，但它卻是實用而且多產的：那

就是父母的臥房」14，即異性戀婚姻關係內。 

上述理論或可說明基督教保守運動為何視同志議題為頭號敵人，原

因即在於依照此性等級分類，在保守基督教徒眼中，同性戀者與性行為

便是處於底層屬於病態之流，如禎子牧師所言：「他們把同志劃上了性泛

濫的等號，所以他們會打同志，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性泛濫就是性泛濫，

性泛濫和同志沒有關係，……但是在他們的宗教信仰倫理觀裡面，他們

就認為同志就是性泛濫，同志就是性解放，所以就打同志。」按照 Gayle 

Rubin 的研究，性議題常成為社會宣洩情緒的手段，「關於性行為的論爭，

往往會變成解除社會焦慮的工具和媒介，用以宣洩人們的情感焦慮。」15

禎子牧師也有類似的觀察：「信心希望聯盟或護家盟他們需要造成基督

徒的焦慮，……這些精神領袖為什麼在他們的宣傳品上面，在他們教會

的講台上面他們必須要講，就是要引起基督徒的焦慮感：你的孩子現在

就被同性戀影響怎麼辦？……恐懼感、焦慮感就起來了，所以可以動員

啊。」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以焦慮動員基督徒教友。 

同志議題與性議題可說是被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刻意操作，結合教

會力量視同志為社會焦慮不安來源，透過不斷在宗教場域內反覆言說、

病態化同志議題。如 2012 年由台灣與香港基督教保守團體合辦的「消失

 
14 Michel Foucault著，尚衡譯，《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

1990年，頁 3-4。 

15 Gayle Rubin，李銀河譯，〈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兒

理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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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界限——多元性別潮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回應」講座，提到「性

解放」將衝擊台灣基督徒，台灣神學院陳尚仁院長表示「當台灣社會受

到性解放衝擊時，基督徒必然受到影響，因教會是社會中的一員」。16 

【陳尚仁】他解釋「性革命」（或稱性解放）為挑戰傳統的性倫

理規範的社會運動，包括婚姻外的性行為（婚前、外遇）、裸露、

同性戀、墮胎、娼妓，甚至包括「伴侶」觀念中的親人戀（亂倫）

及人獸戀（性交）等。17 

引發基督徒焦慮同時，台灣基督教保守引導教會與基督徒們透過集

體行動解決焦慮，藉由參與台灣保守基督教運動的（政治）活動進行力

量集結，進而打擊同志平權運動，如上述講座內陳尚仁院長便公開向基

督徒呼籲，「希望有更多基督徒人才投入性別議題的相關研究，在維護婚

姻及家庭價值上，為主打贏這場仗」。18 

2.  

台灣基督教保守運動的主要領導教會是靈糧堂體系教會與其他新

興靈恩派教會，靈糧堂與其他台灣各地靈恩派教會在思想系統上同為福

 

16 〈性革命震盪家庭結構  教會當禱告〉，《國度復興報》，2012年 5月 22日，取

自：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1148.html?tmpl=component& 

print=1&layout=default。（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17 〈多元性別潮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回應〉，《福音站》，2012年 5月 24日，取自

https://www.jgospel.net/c/2/76325/346/3986/%E5%A4%9A%E5%85%83%E6%

80%A7%E5%88%A5%E6%BD%AE%E6%B5%81%E4%B8%AD%E5%9F%B

A%E7%9D%A3%E5%BE%92%E7%9A%84%E5%A0%85%E6%8C%81%E8

%88%87%E5%9B%9E%E6%87%89.aspx。（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1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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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派，但在外在實踐上相信「聖靈」的作為故屬於靈恩派教會。對於靈

恩派教會來說，人的各樣罪行的來源之一來自於邪靈對於人類的控制，

而信仰的力量可以打敗邪惡，因為社會結構不是罪惡的源頭，邪靈才是。

這類型靈恩派教會對於《聖經》裡有關醫治趕鬼記載極為確信，也大膽

宣稱這是基督教創始以來的傳統，並有《聖經》經文加以佐證，「《聖經》

本身便可證是支持一種由靈魂、屬靈醫治和醫病趕鬼所構成的世界

觀」19，可以大膽地說這種《聖經》裡神蹟奇事會再現於當代社會的信

念，構成靈恩派基督徒重要的信仰信念。 

「屬靈爭戰」（Spiritual warfare）顧名思義這種戰爭的場域及敵方不

是看得見的物質世界對象，而是形而上的、靈界的戰爭，這種思維的來

源始自新約《聖經》中一段著名經文「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

魔爭戰」。20相信人可以靠著神的力量打敗靈界惡魔，是基督教傳教節節

勝利的方式，學者 Brown 指出，「從新約以後的許多宗教文獻都指出，

傳教事業的勝利，是因為透過趕鬼與神蹟奇事證明了魔鬼的落敗」21；非

洲大主教米林戈（Emmanuel Milingo）曾針對許多「被鬼附」信徒的困

境予以說明，「我認為身為基督徒，不對他們伸出援手是可恥的。耶穌基

督給了我們權柄與力量去處理這些問題。〈路加福音〉第九章清楚記載耶

穌曾授予眾門徒制服一切惡鬼與醫治各種疾病的權柄。」22 

 
19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 Blackwell, 1990, p.147. 

20 〈以弗所書〉第六章 12節，《聖經》，新標點和合本。 

21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55. 

22 Philip Jenkins著，梁永安譯，《下一個基督王國》，台北縣：立緒文化，2003

年，頁 191。 



208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八期 2022/9 

 

 

在這片「醫治趕鬼」風潮下，與眾不同的是對於同性戀者的「醫治」

（healing），可以說同性戀者是現代「屬靈爭戰」的受害者，許多教會視

同性戀者是被「同性戀邪靈」附身所致，因此之前常可見到對於向教會

求援的同性戀者進行「趕鬼」釋放禱告，近年來台灣靈恩派教會最有名

的例子是愛修園郭美江牧師的「燒燬」說，即靠主耶穌的名及聖靈聖潔

的火焰，可以燒燬魔鬼的作為，把人從同性戀行為的深淵裡拯救出來，

郭美江牧師說：「因為那是一個靈，是一個靈的轉移，……拿聖靈寶劍斷

開魂結，斷開鎖鏈，斷開一切的牽連，……耶穌的寶血塗抹潔淨，聖靈

的活水沖洗乾淨，……燒毀同性戀的網羅」23，還有新聞節目特地製作專

輯探討這帶有諷剌意味的「美江現象」24。 

這類視同性戀起因來自於邪靈攻擊的「屬靈爭戰」的想法，在許多

靈恩派的教會中頗為流行，這種想法認為同性戀者是陷入撒但魔鬼的網

羅與捆綁，「同性戀的靈」會引發對於同性的情慾，進而發生同性性行為

成為同性戀者，而且同性戀的靈可以透過性行為傳播給對方，靈恩派教

會認為從事性行為之間的當事人會產生「靈的連結」，他們稱這種因性行

 
23 郭美江牧師這番「同性戀邪靈論」很快地透過大眾傳媒，特別是網路媒介臉

書造成轟動，造成社會對於基督教的負面觀感，甚至有人剪接郭美江牧師的

言論作成具有嘲諷意味的電音歌曲，放在 YouTube等傳媒上播放。例如〈郭

美江 Style（Psy Gangnam Style Parody）Lyrics by Samuel J.〉取自：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0N80MqpteoE。（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林宗佑，〈郭美江講述同性戀（備份）〉，《YouTube》，2013年 12月 18日，取

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NCcAhZh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24 〈新聞龍捲風 part2燒燬！2013最紅人物牧師郭美江「斷開魂結」傳奇揭密！〉，

《中天電視》，2013 年 12 月 23 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lPtXrUjAVw。（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7%9A%84%E8%A1%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NCcAhZh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lPtXrUjA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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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產生的連結為「魂結」（Soul Ties），「魂結」顧名思義為「靈魂的連

結」。 

「魂結」乃指人與人之間深度的靈魂結合，分為良性與惡性。……

若我們深深將自己獻給另一個人，以至於不能再敬拜神時，就形

成「惡性魂結」，可能是來自於家族、婚外的性行為、從事邪術、

拜不合宜的師父……等。」25 

靈恩派教會宣稱有「同性戀的靈」，再加上同性性行為產生的「魂結」

有了靈的交流，同性戀的靈會跑到從事性行為的當事者身上，人身上有

了同性戀的靈，就會變成同性戀者。魂結必須透過禱告來斷絕雙方的牽

連，基督教會靈糧堂網頁也有分享如何切斷魂結的禱告等。26 

「魂結」的概念與 Rubin 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它表達出一種恐

懼感：如果允許任何一件事跨越這條性分類的界限，那些可怕的性行為

的障礙就會坍塌，那些難以言說的東西就會趁虛而入」27，對靈恩派基督

教保守運動者來說這個界限就是「性行為」，同性性行為會傳播同性戀邪

靈，同性性行為這種「壞的性」會不斷透過「魂結」複製，基督徒很害

怕同志（壞的性）與異性戀（好的性）之間的界限，會被同志平權運動

 
25 林子騫，〈持續清理生命 4 大問題，使我們更親近神、領受能力  謝來興牧

師：復興，從認罪悔改開始〉，《基督教今日報》，2021年 4月 12日，取自：

https://cdn-news.org/news/25729。（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 日） 

26 輔仁佳音靈糧堂網頁，取自： 

https://www.fujen.org.tw/index.php?ch=view&auto_seq=434&pro_id=blessing&

t=%E4%BB%A3%E7%A6%B1%E4%BA%8B%E9%A0%85&fm=info09。（檢

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 日） 

27 Gayle Rubin，李銀河譯，〈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兒

理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頁 21。 

https://cdn-news.org/news/2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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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摧毀，如 Rubin 的研究內的社會假定：性的界限是脆弱不堪一擊的，

很容易被傳染、影響的，如受訪者禎子牧師便觀察到：「他們認為同性戀

是可以影響的。所以，被同性戀影響怎麼辦？如果改了民法親屬篇，以

後你要怎麼教你的孩子？以後就可以人獸交啊！」性行為因此成為了一

種是否為「好」的基督徒的標記，例如在 2021 年的台灣社會，仍出現中

華福音神學院因校內專任助理教授的配偶為非基督教徒，該助理教授被

校方視為不適任教師予以解聘的情況發生。28 

（三）與多重層次「家」概念無干的同志族群 

基督教保守運動的智囊團靈糧堂神學院一文〈解析教會歷史中的政

治關係及社教關係（下）〉，文內明確說出教會要抵抗的對象是「同性戀」

者及同性婚姻合法趨勢，「國語教會開始關注『政治議題』，……更直接

的引爆點是『同性戀』議題讓國語教會感受到基督徒若不起來發聲，……

當同性戀得到法律的認可，甚至藉法律力量去推廣，必會帶來國家社會

極大傷害」29，基督教開始組成「信心希望聯盟」等團體及活動組成的基

督教保守運動，「因此才有了『國是論壇』、『7853』、『信心希望聯盟』等

一系列行動。」30並提及教會感到面臨生存危機的憂心：「台灣教會這幾

年來，感受到政治社會方面的快速惡質化，甚至威脅到基督徒正常生存

 
28 林偉信，〈「老公不是教徒」就遭神學院開除  女教授怒控二審仍勝訴〉，《中

時新聞網》，2021年 5月 25日，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 realtimenews/ 

20210525003275-260402?chdtv（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1 日）。 

29  朱柬，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牧師，〈解析教會歷史中的政教關係及社教關係

（下）〉，《國度復興報》，2016年 5月 10日，取自：https://krtnews.tw/supplement/ 

saints/article/13661.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30 同上註。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25003275-260402?chdtv
https://krtnews.tw/supplement/saints/article/13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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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無法『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提前二 2）。」31事實上，台

灣在法律上明訂保障宗教自由，若曾有壓迫之情事，也是國民黨主政時

期對於長老教會在不同政治立場的施壓。但作為國語教會領袖的靈糧堂

何以有「無法平安無事度日」之感？同性戀者如何壓迫基督徒到寢食難

安？或許是因為以基督教保守運動的角度，認為同志無法成家因此無法

穩定社會。 

楊鳳麟指出主流基督教文化內的「家庭」形式，包含了三種不同的

層次：原生家庭——血緣家庭、教會——地上家庭與天國——天上家

庭。32這三種家庭的形式與內涵由宗教串連而生，同志族群因違反字面

教義，故不被包含在內，不被認可可成為這三種家庭的成員，也因著主

流教會認為同志站在這三種不同層次的家庭生活的對立面，因此形塑出

「反同」=「護家」的論述。 

在基督信仰內，排除了同志成家進入各種「家庭」的權益，在宗教

地家教會的部份，同志族群因著性行為被視為宗教罪行，因此無法具備

有效的基督徒身份，不受到教會地家的認可成為所謂教會家庭「弟兄姊

妹」一份子，同志族群因性別身份被排除在教會之內；在天國天家的部

份，因不被承認為基督徒，同志族群在來生也無法進入天國，得以與其

他信徒成為天國家庭的家人；在血緣家庭方面，同志族群除了身份上無

法成為有效力的基督徒與性行為是同性交合的罪行，主流教會排拒同志

族群的另一原因也與性有關：同性間的性行為無法繁衍後代，不能建立

血緣家庭，無法成立一般人眼中的家庭。33因此，反同基督徒眼中，即便

 
31 同上註。 

32 楊鳳麟，〈台灣基督教保守反同運動中的外省族群失家因素及多重「家」概念

分析〉，《思與言》，（投稿審查中）。 

33 楊鳳麟，〈台灣基督教保守反同運動中的外省族群失家因素及多重「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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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相關法律通過，同志族群可合法進入婚姻組成家庭，在未備直

接生殖性的情況下，即便組成非血緣家庭，其也不如血親家庭具有「家

庭正典」的高度。 

在婚姻、性、生殖宛若三位一體的類信仰語境下，基督教內婚姻、

家庭與性觀念因此成為了共同體，而同志並不得見容於三者之內，換言

之，同性戀者毀壞了反同的基督教徒的家庭觀念，不論是因血緣形成的

親人關係，或奠基於宗教身份組成的地家與天家宗教家庭，同志的性／

信身份與同志的性行為都不能進入基督教範疇，同志的存在因而對反同

基督教來說猶如肉中之剌般難忍，在反同基督教徒眼中，同志族群崩解

了基督教保守運動信徒所身處各式形成的家庭，他們同時面對著血緣家

庭、天堂天家、地家教會都被同志毀滅的危機感，支持同志族群等同於

反對信仰，更是一種終極的「反家」，依此脈絡可以理解為何眾多基督教

徒談到護家議題則多會同時抱持反同、恐同主張，如 2013 年第三屆「台

灣牧者國是論壇」，台北真理堂楊寧亞牧師提到教會已感受到同性戀運

動造成的「嚴重性」，而「家庭議題」成為與會牧者最熱烈討論題目，大

會擬出具體「護家」與「關懷同性戀者」行動如下： 

第一，延續前兩年的「為家庭義走」，目前台北市義走召集人已

確認由周神助牧師擔任；第二，舉辦「基督化家庭研習會」強化

教會的體質，今年盼能擴大到十七個縣市舉行；第三，舉辦「如

何牧養關懷同性戀者研習會」，目前已有來自 100多間教會，將

近 800 名牧者同工報名；第四，校園宣教，推動全台教會進入校

 

分析〉，《思與言》，（投稿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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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教導兩性教育，盼每間教會成為家庭教育中心，使國家一想到

家庭便會想到教會。34 

（一）性與生殖的資本主義觀點 

Foucault在《性史——第一卷：導論》（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曾提到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性的科學論述及對性的管束，

與中產階級為了保持自身地位階級能世代相承有關，性（Sexuality）可

反映出中產階級對於保障自我階級地位（self-affirmation）與延續後代

（self-preservation）的渴求，為了確保這樣的需求能有效實踐，必須確保

自身的性是健康正常的，得以透過生殖來鞏固、傳承階級優勢地位。異

性戀夫妻因具備生殖、繁衍能力，因此成為性的行為模範，這也是基於

經濟保障的考量，他特別指出對性的壓抑與日益興盛的資本主義同時發

展，資本主義強調再生產的重要性，性的肉體享受被視為是耗損，「性壓

抑的觀點是與資本主義同步發展起來的……除了將肉體享樂壓縮到最

小程度，使勞動力得以再生產，怎麼可能允許勞動力消耗在肉體享樂之

中？」35資本主義對性再生產功能的需求，也排除了不具備再生產能力

的性行為的正當化，甚至予以汙名化，「現代工業社會——經濟的考量，

 
34 〈楊寧亞：國是論壇走向實踐行動〉，《國度復興報》，2013年 1月 29日，取

自：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3657.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35 Michel Foucault著，尚衡譯，《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

1990年，頁 5-6。 

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3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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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愈益壓抑；社會為了增進生產力，僅恩允異性戀、以生殖為目標的

性，而壓抑其他『偏離正軌』的性表現」36。 

以台灣保守基督教運動聚焦於性、婚姻與家庭等議題為例，表面上

看起來，基督徒的不安源自於台灣社會快速變遷下，家庭制度的崩壞，

家庭制度已無法保證可提供過去對於家庭生活的幸福想像，目前，台灣

的離婚率在亞洲地區名列前矛，37基督徒認為家庭制度的崩解來自於台

灣社會的快速發展及價值觀的變遷，對於家庭價值的追求遂成為改變社

會風氣的首要目標。 

基督徒想拯救社會價值崩解，若按照 Foucault 的理論分析此現象，

有可能基督徒感到不安是因社會快速變遷下，婚姻與家庭的多元組成

性，讓基督徒有可能沒辦法繼續維持中產階級的地位與對於傳統「幸福

家庭」的想像，這份想像來自於教會內部瀰漫的資本主義化，而資本主

義的發展又與社會不斷複製異性戀霸權與同性戀恐懼有關，John D’ 

Emilio 在〈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一

文內分析出資本主義其實才是崩解家庭制度的元凶，但又結構巧妙地脫

罪給不能成家的女男同性戀者與不婚的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他如此分析

這種資本主義與家庭制度間的矛盾情境：「資本主義，一方面，不斷地在

摧毀家庭生活的物質基礎，讓個人能由家庭中脫離出來」38；資本主義摧

 
36 張永靖，〈男同志搖頭性愛的奇觀：《搖頭花：一對同志愛侶的 e-Trip》中不

爽的單偶者、妒羨、酷兒〉，收於丁乃非、劉人鵬編，《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新北市：蜃樓，2011年，頁 300。 

37 〈台灣離婚率亞洲排行第一！盤點婚姻中隱藏版 3 大殺手，比外遇更

可怕的是形同陌路的生活〉，《風傳媒》，2021年 5月 4日，引自：https://www. 

storm.mg/lifestyle/3650708。（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38 John D’Emilio，〈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下）〉，舒詩偉譯，《島嶼邊緣》，第

7期，1993年，頁 130。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6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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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了家庭制度，但又需要家庭制度內可產生的勞動人力，資本主義有利

於助長同志生活型態的同時，我們必須留意到資本主義作為不斷資本累

積的體制，它需要源源不絕的勞動力投入，「資本主義也需要把男人／

女人再拉回來，組織起家庭生活，至少使得家庭能達成生產下一代勞工

的作用」39，站在此立場，資本主義體制是贊成男女走入異性戀婚姻內建

立家庭創造下一代的勞動人力。 

D’Emilio 說得好：「這種『家庭至上』的意識型態，使我們能很清楚

地看出：資本主義社會，不只會再生產出下一代，它更會不斷地再生產

出異性戀制度與同性戀恐懼。」40若以此理論探討教會恐同的狀況，資本

主義巧妙地把家庭制度崩壞的原因嫁禍到無法組成家庭的同志族群，讓

同性戀者成為代罪羔羊，教會的確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把同志歸咎為

破壞家庭的主因，而未發現是資本主義改變了家庭結構與家庭形態。 

（二）成功神學：蒙神祝福成功的「好」基督徒生活 

教會內部擁護資本主義與中產階級生活的思維，極大化地表現於新

興的「成功神學」思維內。「成功神學」是美國為首的靈恩派教會吸引

信徒及財源的神學主張，在亞洲地區著名的成功神學領導者為韓國的趙

鏞基牧師，以及新加坡康希牧師，他們各自領導的汝矣島純福音教會與

城市豐收教會分別為韓國與新加坡最大的教會，趙鏞基牧師的汝矣島純

福音教會更是全世界會友最多的教會，會友高達 87 萬人。這兩位牧師

都與台灣靈恩派教會合作密切，也多次參與台灣教會的傳教工作，趙鏞

基牧師 2016 年在台灣受訪時曾說：「對的，我是傳成功神學，因為上帝

 
39 John D’Emilio，〈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下）〉，舒詩偉譯，《島嶼邊緣》，第

7期，1993年，頁 130。 

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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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失敗過」41，這兩間巨型教會（Mega Church）擁有龐大的信徒

人數及巨額金錢奉獻，讓南韓與新加坡的基督教教勢極為強盛，一時之

間，兩者成為亞洲各國教會競相仿效對象，台灣的教會也不例外。 

成功神學為教會浥注了大量的信徒人數與巨額金錢奉獻，吸引了大

量的中產階級信徒，成功神學強調上帝要讓基督徒在人生各層面成功興

盛，特別是在經濟上，金錢是上帝對基督徒的祝福，而基督徒可透過憑

信心「宣告」將蒙受上帝祝福及「十一奉獻」42得到上帝賜福，如同成功

神學牧師 Robert Tilton 的說法：「我相信神的旨意就是要所有人興

旺，……。我不定睛在人身上，而是定睛在賜我能力得到財富的神身

上。」43成功神學思維影響基督教甚鉅，深受極多教會與基督徒歡迎，如

《時代雜誌》的調查「美國有 17%的基督徒認同『成功神學』；有 61%

的受訪者認為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富裕。此外，有 31%的人認為，如果多

奉獻，上帝就會在金錢上更多賜福與你」44。 

成功神學雖很受台灣福音派教會歡迎，但常被批判認為它們追求的

不是上帝，而是人生的各式好處，特別是財富的追求，像受訪者阿文所

言：「因為他們東西很淺顯然後很生活化，可是他們的內容就是成功神

學，一些其實把耶穌基督拿掉也都是可以的那種勸世文，就是一種人畜

 
41 張嘉慧，〈趙鏞基：對的，我是傳成功神學，因為上帝從來沒有失敗過〉，《基

督教今日報》，2016年 4月 20日，取自：https://cdn-news.org/news/8198。（檢

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6 日） 

42 「十一奉獻」意指將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獻給所屬教會。 

43 殷琦，〈揭開成功神學的華麗外衣——談康希牧師事件〉，《輔仁媒體》，2015

年 10月 23日，取自：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5/10/23/118767/。

（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0 日）。 

44 臨風，〈不要以上帝的名義去餵養你的欲望〉，《傳揚論壇》，2017年 10月 24

日，取自：https://weproclaimhim.com/?p=8639。（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1 日） 

https://cdn-news.org/news/8198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5/10/23/118767/
https://weproclaimhim.com/?p=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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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害的神學（笑），我常說它就是沒有十字架的神學啊，它就是告訴你說

你安定賺大錢。」人可牧師直指：「這個就我們基督教的信仰來看的話，

這個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指的並不是說去拜一個石頭木頭而已，而是

你把真神當成假神來拜，這個也是偶像崇拜，雖然你是基督徒，你信的

是上帝，可是你把上帝當成是滿足個人利益的一個工具的話，那這個也

是偶像崇拜。」這種神學觀點是變相的偶像崇拜，把所崇拜的上帝變成

實現個人需要的工具。 

另一方面，成功神學的核心價值與資本主義不謀而合，造成國語教

會界大力拉攏企業主、強調政商關係及金錢奉獻的重要，像受訪者小亮

也談到她在護家盟、信心希望聯盟的台中大本營，巨型教會的親身見聞：

他們很 welcome 企業主啊，他們很歡迎企業主，就是企業主會受到特別

小組裡面的照顧（笑），因為他們是成功神學嘛，我覺得他們不是以 Bible

為基礎，他們是從人為基礎，然後抓聖經的片段來符合人的需要，比如

說如何活出豐盛生活？如何活出財務成功的生活、財務自由的生活？」 

教會在成功神學的大旗下，吸引了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基督徒社群，

而這些中產階級對於教會操作家庭議題的贊助，又回過頭來鞏固了中產

基督徒的社經地位，受訪者喬瑟芬就以自己為例：「年輕一輩的特別到了

我們，說實在像我們這一輩能夠在外省教會裡面活得好，而且講話還能

有點聲量，然後還能夠有時間參與教會服事的人，社經階級都不太差。」

這現象可以解釋為何許多高社經地位人士投入保守基督教運動：一來中

產階級的確是教會的聚會會眾的主體；二來他們必須為保衛自身的社經

地位而戰。喬瑟芬說：「如果教會都拉攏這些人，那他拉攏到的都是社會

比較上層的精英，那他們對於在這個社會上掌控的話語權也好、影響力

也好、然後金錢的奉獻也好，對於教會來說都是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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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不安反應是對於自身地位階級下降的恐懼感，韋伯學派曾

針對這種過去的社會優勢群體因對於現代化適應不良，並擔憂危及自身

價值，進而反擊以強力抵擋「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衝擊」45提出「地位保

衛」（status defense）假設，台灣的基督教保守運動其實便是這種地位爭

奪戰下的產物，搶奪並保護既有的文化定義與闡釋權，對舊有家庭形式

的追求，其實是對於自身社經地位的保衛，因此，凡破壞這種傳統家庭

制度的「新式家庭」，如同性婚姻、多元家庭都極不可取，都被視為是混

亂社會秩序的現象，加上基督教固有的恐性傳統，認為同志沒有真愛，

只有淫亂的性行為，視同志族群為破壞家庭幸福的敵人，如維護家庭聯

盟執行長齊明在基督教《靈糧季利》〈如何維護家庭核心價值——專訪齊

明弟兄〉專文內表明「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性傾向』的

觀念被推廣」46，齊明說： 

「性傾向」是近幾年的新名詞，意思是個人對某個對象產生性慾

或愛情的傾向，其中的傾向可以包括四十幾種，包括同性戀、戀

物癖、戀童癖等都是。如果「性傾向」的觀念被推廣保護，而教

會、福音機構和學校，不能用一些方法來規範異常性傾向（甚至

不能用異常），當不願雇用他們時，就會違法。因此，呼籲兄姊

善用民主機制、阻止敗壞家庭社會的法案進入院會表決，是我們

目前正在積極努力的。……「同志運動」團體的宗旨，就是打破

一切婚姻家庭的神話，認為婚姻家庭根本不需要存在；家庭不一

 
45 何明修，《社會運動概論》，台北市：三民，2005年，頁 29。 

46 齊明、楊玉華，〈如何維護家庭核心價值——專訪齊明弟兄〉，《靈糧季刊》，

2007年夏季號，2007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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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一男一女，也不一定是一夫一妻。一切倫理全部打破，是同

志運動的目標。47 

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曾多次公開反對同

性婚姻，如護家盟張全鋒教授所說：「健康的家庭及婚姻制度，才是國

家健全發展並成長的基石。為了台灣的未來及下一代的幸福，我們各個

宗教團體一致認同，對於影響台灣未來的同性婚姻及伴侶制度等負面作

為，我們嚴正反對。」48所以基督教保守運動的首要目標是摧毀婚姻平權

的可能性，以此保住他們心中正常、幸福的一男一女傳統家庭形式。 

（一）現代生殖科技，打破了以性與生殖為中心的親職霸

權 

基督教的性倫理是異性戀本位中心，像護家盟等基督教保守運動團

體常呼的口號「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49，他們常引用《聖經》

〈創世紀〉經文「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

女。……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50，由此把

「性」與「生殖」劃上等號。在此邏輯下，單身者不被視為享有合法親

權的個體。 

 
47 同上註，頁 15-16。 

48 〈守護健康家庭  打造幸福台灣〉，《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2013

年 9月 18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HumanLifeEthics Center/posts/ 

261551217328728/。（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49 林意玲，〈寄望「護家盟」的基督徒〉，《台灣醒報》，2013年 11月 10日，取

自：https://anntw.com/articles/20131110-ykDy（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50 〈創世紀〉1：26-28，《聖經》，新標點和合本。 

https://www.facebook.com/HumanLifeEthicsCenter/posts/261551217328728/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31110-yk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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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間的性行為因不具生殖能力，基督教保守運動認為同志不應享

有生殖權，即便現今醫療技術發達，各式人工生殖技術，也僅限於合法

的異性戀不孕夫婦可使用，因為生殖能力是異性戀的特徵也是特權，生

殖可以說是延續異性戀霸權的機制，並可藉此眨抑無法生殖的同志族群

的價值。如同 Calhoun 所說「同性戀的禁忌不只是棄絕同性情欲而已，

而是更基本的摒除女女或男男伴侶成為任何再生產活動的基點」51。換

言之，在異性戀霸權下已排除了非再生產性的性行為。 

事實上，近代人工生殖科技的發展，已打破了以異性性行為作為唯

一生育可能的方式，同志親職與家庭研究在歐美的性別研究領域內已是

方興未艾的議題，同志身份與異性戀者鮮明的差異之處在於同性間不具

有生殖力的既定想像，也因此同志長期被拒斥在以生殖為中心的家庭論

述與社會結構之外。然而一個普遍的事實是，有越來越多的同志藉由人

工生殖技術得以孕育下一代而組成家庭，同志族群可以生兒育女的既定

事實，打破了以異性戀為中心的生殖／婚姻／家庭的性別結構，有越來

越多的同志伴侶／配偶成為同性雙親。以台灣為例，2006 年《拉媽報》

（LaMaNews）創刊，以「女同志媽媽」作為號召訂閱對象，分享女同志

如何可透過試管嬰兒等技術，順利成為母親，隨著越來越多的女同志雙

親彼此串連交流，更在 2011 年在內政部立案「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

會」，以推動同志的親職實踐及法律保障為目的，其主要訴求為「同志婚

姻合法權」、「同志人工生殖權」、「同志伴侶收養權」。《女同志家庭生活

圈》（The Lesbian Family Life Cycle）作者 Slater 便指出，許多美國女同

志藉助人工生殖科技成為母親，而且是與同性伴侶共組家庭的「女同志

母親」，人工生殖技術令同志得以不被排除在親職身份，亦開拓親職身份

 
51 Cheshire Calhoun著，張娟芬譯，《同女出走》，台北：女書文化，1997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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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打破了以往只能透過與異性發生性行為或依附在異性戀婚姻下

才能從事親職身份的可能。52 

同志的生殖力也顛覆保守基督教運動所認可的因「自然秩序」產生

的親職身份，保守恐同基督徒認為上帝的創造是「各從其類」53，人若呈

現出與其生理性別不符合的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別期待，則被視為是

有罪，破壞上帝創造「自然化」的兩性秩序。這種異性戀中心的「性別

秩序」，它透過「自然化」論述來正當化其強加於女性身上的壓迫結構，

男性藉由命名定義女性為他者，來確立自身主體存在，同時讓女性理所

當然地成為男性性主體的附屬性客體。54因此，基督教保守運動強調「男

女有別」的性別角色、家庭分工，以及對父職母職的不同期待，認定婚

姻平權下的同性配偶無法有效行使出適當的性別角度與親職內容，同性

婚姻與家庭不利於孩童的身心發展，因為同性雙親無法有效扮演需特定

生理性別才能勝任的父職、母職。 

但事實上，同志家庭的樣態其實是清晰的，在親權方面同樣有健全

的家庭分工與三代同堂的形式，也就是所謂主流家庭的形式，當同志在

爭取婚姻權，其實回過頭來相對地鞏固了現存的家庭制度，但這是父權

制度下保守基督教運動未能發現的真實，受訪者老吳指出：「我覺得我們

應該就是去把那個家的樣子弄清楚，……我覺得這很重要，同志的媽媽，

同志，和同志的小孩，你這個圖象清楚了，你就是一個正常的家庭啊，

 
52  Roisin Ryan-Flood, Lesbian Motherhood: Gender, Families and Sexual 

Citizenshi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9, p.3. 

53 〈創世紀〉1：25，《聖經》，新標點和合本。 

54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H. 

Abelove & M. A. Barale & D. M.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22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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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美國學者 Nancy Cott 曾在 2003 年出席法院為同志婚姻背書，

她以婚姻史專家學者身份，認為婚姻權利該擴及於女男同志，她說：「除

了性別上的差異，同性伴侶婚姻重申了單偶婚姻裡每一項傳統價值」55，

她的說法證明同性婚姻其實並未如基督徒所說的摧毀家庭與婚姻，同性

家庭反而鞏固了婚姻制度與親權行使。 

（二）同志家庭擴大了家庭的定義與想像 

有學者主張同志親職的實踐是一種對於既定異性戀親職觀的激烈

顛覆與抵抗，Dunne 便以女同志雙親為例，認為同性雙親家庭所展現共

同分擔扮演雙親的親職關係，不僅解構了男性作為父親、女性作為母親

的性別角色架構，也重新定義了親職的內涵、意義與界限，甚至創造了

更具有公平性質的孩童教養與家務分工的實踐。56 

反同基督徒們認為同志家庭是複製異性戀者，不是正版，也質疑同

性雙親能否有效滿足親職性別角色，但各國研究早已指出同志伴侶是更

為適任的雙親，如受訪者老吳說：「人家說什麼我們複製異性戀，我說

幹！我們什麼複製異性戀！我們哪有複製異性戀？我們今天說要決定

結婚、決定要生小孩，絕對都是比異性戀想過太多的！」反同基督徒漠

視了許多同志家庭其實在生兒育女方面，擁有更多的深思熟慮與經濟方

面的預備，也經營著美好的親子生活。基督徒過於強調生殖論述，相對

降低了其他同等深具重要性的價值觀，彷彿不能生育的家庭便不被認可

 
55 丁乃非，〈置疑婚姻．轉譯家庭 Querying Marriage: Family Translations〉，張

永靖譯，丁乃非、劉人鵬編，《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新北市：蜃樓，2011

年，頁 141。 

56 Gillian A. Dunne, “Oping into Motherhood: Lesbians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and 

Transforming the Meaning of Parenthood and Kinship”, Gender and Society, 

Vol.14, No 1, 2000, pp.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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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常的家庭，事實上，家庭功能比家庭形式更為重要已是不爭的事實，

同性雙親的親職實踐正為親屬關係創造新的定義。 

同志家庭衝撞父權制度與異性戀主義內基於血緣而成立的家庭定

義，當代主流的家庭想像是以血緣關係作為基礎，而同志家庭內，同志

雙親可能與孩子有血緣關係，也有可能是來自領養而沒有血緣，即便與

孩子有血緣，也只有與其中一方為血親，與另一雙親無血緣關係。過去

家庭以血緣關係作為基礎，但女男同志建立的家庭與親屬關係，並不適

用於之前以血緣、基因及性活動產物作為親屬基礎的前提，反而擴大了

親屬關係的內涵，就是以愛、支持與照顧等關係作為組成親屬關係的要 

件。57 

如同 Carsten 對親屬的定義建立在關係共享，這種關係性除了指涉

生物基因的關連，更可涵括文化內建立的各種關係，強調親屬除了血緣

連結，也是一種透過長期活動共享與共居實踐所建立出來的關係，親屬

是一種長期的認同所建構出的「形成的過程」（process of becoming），反

而血緣關係不是必要的形成條件。58 

本研究發現，性別平權運動與基督教保守運動兩方對峙的徵結點在

於對「性」議題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延伸而出對於家庭、婚姻等概念抱

持迥異的論述觀點。作為跨國性的宗教護家運動，台灣的基督教保守運

動已有可供學習與資源共享的其他國家對象，因此台灣的基督教保守運

 
57  Nancy E. Levine, “Alternative Kinship, Marriage, and Reproduc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37, 2008, pp.375-389. 

58 Janet Carste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6. 



224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八期 2022/9 

 

 

動發展得很快且成果斐然，儼然成為台灣性別平權運動最大阻力。在共

享同樣的字面研經基礎下，各國宗右運動在「性」、「婚姻」與「家庭」

議題上也呈現相當整齊劃一的訴求，即以異性戀婚姻及家庭作為傳統正

典，嚴厲反對非異性戀婚姻外的性行為、家庭組成模式與親職撫育。 

在宗教思維層面上，在基督教獨特的「地家教會」、「天家天堂」與

「血緣家庭」的定義內，都排除了同志族群成家的機會；同時，靈恩派

反同教會獨特的靈性「魂結」觀念，視性行為為靈的傳播途徑，同性性

行為傳播「同性戀的靈」讓人變為同性戀者。進而，宗教上的罪延伸為

對於同志人權的漠視，同志被他者化與非人化來對待其法律權益。 

在社經秩序維護上，基督教保守運動認為異性戀家庭型態是穩定社

會的基礎，把目前台灣社會家庭樣態的多元化，認為是婚姻與家庭制度

瓦解的前兆，並且歸結為是多年來性別平權運動所造成，無視台灣離婚

率與少子化為資本主義下產生的結果，對於特定家庭意識型態與親職操

作的執念，反而讓反同教會成為「毀家廢婚」的推手。而台灣社會對於

同性婚姻平權議題的推展，也讓基督教保守運動認為這無疑加速社會失

序與崩毀，也是他們無法妥協之處。所以可觀察到雙方在運動對峙現場，

呈現出對於家庭、婚姻等議題完全不同的論述與政治主張。 

作為反制運動，基督教保守運動除了極力阻擋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

與婚姻平權法案，更進一步地集結既有的基督教會勢力成立政黨，由此

觀之，基督教保守運動在未來仍將是性別平權運動最大的阻力與敵手，

也可能透過宗教理念包裝後的婚家觀念試圖持續影響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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