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臺灣同志大遊行展現的文化認同和抗爭的中心（ ）臺灣同志大遊行展現的文化認同和抗爭的中心（一）臺灣同志大遊行展現的文化認同和抗爭的中心（一）臺灣同志大遊行展現的文化認同和抗爭的中心 一（ ）臺灣同志大遊行展現的文化認同和抗爭的中心（ ）臺灣同志大遊行展現的文化認同和抗爭的中心 二
價值為何 與臺 社會傳統價值有何差價值為何 與臺 社會傳統價值有何差 從本 婦女運動史

二
價值為何？與臺灣社會傳統價值有何差異？價值為何？與臺灣社會傳統價值有何差異？ 從本土婦女運動史價值為何？與臺灣社會傳統價值有何差異？價值為何？與臺灣社會傳統價值有何差異？ 從本土婦女運動史價 為 與 灣 會傳 價 有 異價 為 與 灣 會傳 價 有 異

回顧黨國政治施行
（ ）臺灣 志大遊行 持續對 家意識型態（ ）臺灣 志大遊行 持續對 家意識型態

回顧黨國政治施行
（二）臺灣同志大遊行是否持續對國家意識型態和民（二）臺灣同志大遊行是否持續對國家意識型態和民 的性別政治

的（二）臺灣同志大遊行是否持續對國家意識型態和民（二）臺灣同志大遊行是否持續對國家意識型態和民 的性別政治
的（ ）（ ） 的性別政治

間社會產生對話？碰撞出哪些張力與反挫？間社會產生對話？碰撞出哪些張力與反挫？間社會產生對話？碰撞出哪些張力與反挫？間社會產生對話？碰撞出哪些張力與反挫？間社會產生對話？碰撞出哪些張力與反挫？間社會產生對話？碰撞出哪些張力與反挫？

臺灣同臺灣同臺灣同臺灣同臺灣同臺灣同

國民政府 同志運動國民政府 同志運動國民政府 同志運動

七○年代女性主義 同志遊行七○年代女性主義 同志遊行

自黨國政治下的性別運動到解嚴後的婦運自黨國政治下的性別運動到解嚴後的婦運自黨國政治下的性別運動到解嚴後的婦運

屆 年代 主題／訴求固有的性別體制以傳統性別政治（一男一女）打造國家認同；排除同志。 屆 年代 主題／訴求固有的性別體制以傳統性別政治（ 男 女）打造國家認同；排除同志。 屆 年代 主題／訴求

七○、八○年代，西方女性主義傳入臺灣，呂秀蓮將自由主義融入女性主七○ 八○年代 西方女性主義傳入臺灣 呂秀蓮將自由主義融入女性主
義 揉合人權和本土歷史脈絡 開啟男女角色平等對話 活化女性意識義，揉合人權和本土歷史脈絡，開啟男女角色平等對話、活化女性意識。義 揉合人權和本土歷史脈絡 開啟男女角色平等對話 活化女性意識

一 2003 看見同性戀解嚴後婦運興起 挑戰性別政治中的男性壓迫與剝削女性的權力關係 2003 看見同性戀解嚴後婦運興起，挑戰性別政治中的男性壓迫與剝削女性的權力關係。解嚴後婦運興起 挑戰性別政治中的男性壓迫與剝削女性的權力關係

議 彩虹城異議公民．彩虹城
國家意識形態與同志論述交鋒

異議公民 彩虹城
國家意識形態與同志論述交鋒

二 2004 市．花樣主體．同
國家意識形態與同志論述交鋒

二 2004 市．花樣主體．同
治國家治國家

女性主義女性主義

三 2005 同心協力101三 2005 同心協力101

志同志運動同志運動同志運動

四 2006 一同去家遊四 2006 一同去家遊
九○年代

同 家
同志理論

九○年代
同志理論

九○年代
自婦運蘊積能量

同志 論
自婦運蘊積能量

彩虹有夠力
五 2007 彩虹有夠力
五 2007

RAINBOW POWERRAINBOW POWER

臺 志 的臺灣同志大遊行的出現臺灣同志大遊行的出現

驕傲向前行六 2008 驕傲向前行六 2008
RUN THE RAINBOW WAYRUN THE RAINBOW WAY

臺北同志公民運動 公辦臺灣同志大遊行 民間舉辦 同志愛很大臺北同志公民運動 公辦臺灣同志大遊行 民間舉辦
七 2009 同志愛很大
七 2009 LOVE OUT LOUDLOVE OUT LOUD

投同志政策一票
八 2010 投同志政策 票
八 2010 OUT & VOTEOUT & VOTE

五二 三 四 五二 三 四

臺 結論與反思臺灣同志運動 臺灣同志大遊行 以「女性主義縱橫政治」 結論與反思臺灣同志運動 臺灣同志大遊行 以 女性主義縱橫政治」 結論與反思

的興起 的出現 思考遊行張力的興起 的出現 思考遊行張力的興起 的出現 思考遊行張力

臺灣同志大遊行之運動論述臺灣同志大遊行之運動論述臺灣同志大遊行之運動論述

同志大遊行歷屆綜覽同志大遊行歷屆綜覽同志大遊行歷屆綜覽同志大遊行歷屆綜覽 對抗父權主義同志大遊行歷屆綜覽同志大遊行歷屆綜覽 對抗父權主義對抗父權主義
婦運人權 婦運人權

兩性平等
人權

兩性平等

同志遊行同志遊行同志遊行

對抗異性戀霸權公民權 對抗異性戀霸權公民權 對抗異性戀霸權
同運

公民權
同運

性權 追求社會正義性權 追求社會正義性權

性權反挫事件性權反挫事件性權反挫事件

失失著力著力點點
北市議員反對，市政府立場退

失失著力著力點點
北市議員反對，市政府立場退

臺灣同志
縮。同志書店被抄；立委同志

臺灣同志
縮。同志書店被抄；立委同志
亡國論。 大遊行亡國論。 大遊行

同質化同質化
大遊行

同質化同質化同質化同質化

城城 王世堅批評同志遊行是「極盡城 王世堅批評同志遊行是 極盡
同 噁心之能事」；同年出版分級同 噁心之能事」；同年出版分級

辦法上路辦法上路

中產 愉悅 品味擴增邊緣連線；青少年情慾；
衛生署頒布同志、性工作者捐 中產、愉悅、品味、擴增邊緣連線；青少年情慾；

同志婚姻；反歧視衛生署頒布同志、性工作者捐 健康、陽光同志婚姻；反歧視

血禁令。
健康 陽光

血禁令。

遊行嘉
溫和 基進 同質

遊行嘉
保守宗教反對同志婚姻及市府 溫和 基進 同質

遊行嘉
年華保守宗教反對同志婚姻及市府 溫和 基進 同質
年華

出資辦同志活動。
年華

出資辦同志活動。

2003年 2004 2008年 200 年2003年 2004-2008年 2007年 異化 質變 擠壓桃園地院駁回女同志收養；宗
003年

「看見同性戀
00 008年

「同志公民權
007年

「同志消費主義 介入 異化、質變、擠壓桃園地院駁回女同志收養；宗 「看見同性戀」 「同志公民權」 「同志消費主義」介入
教團體反性傾向歧視就業保障教團體反性傾向歧視就業保障
條款。條款。

臺北市政府拒絕同志遊行使用 縮減互斥臺北市政府拒絕同志遊行使用 一、縮減互斥
Y 凱達格蘭大道。

縮減互斥
如何縮減基進運動路線與同志消費主義的互斥與斷裂 鬆解認同政治帶來的緊繃與Y 凱達格蘭大道。 如何縮減基進運動路線與同志消費主義的互斥與斷裂，鬆解認同政治帶來的緊繃與動 費 裂 鬆解 政 來 繃

僵持 即便遊行能把持基進路線 維護差異認同的生存空間仍是必要僵持。即便遊行能把持基進路線，維護差異認同的生存空間仍是必要。

二、維持差異
基督保守教派發動反同志遊行。

二、維持差異
基督保守教派發動反同志遊行。

建議回復倡議位置，思索「為誰發聲」覺知彼此權力，以解套排外性與同質化危機。建議回復倡議位置 思索 為誰發聲」覺知彼此權力 以解套排外性與同質化危機

三 歧視與忽視仍舊無所不在三、歧視與忽視仍舊無所不在歧視與忽視仍舊無所不在
面對國家忽視與資本主義介入 遊行如何調整定位？蘇貞昌因無同志政見欲登同遊 面對國家忽視與資本主義介入，遊行如何調整定位？蘇貞昌因無同志政見欲登同遊

舞台遭拒。 四、遊行是否能與國家對話？舞台遭拒。 四、遊行是否能與國家對話？
未來持續深化同志遊行的政治化、商業化與街頭抗爭之平衡。未來持續深化同志遊行的政治化 商業化與街頭抗爭之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