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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同志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這一直是人們樂此不疲的話題，其實同志和異性戀

者唯一的差別就是他們情感和性慾的指向是同志，除此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差別！那

麼有些誤解，我們是否該清除呢？在臺灣，同性婚姻議題在 2000年後逐漸浮出檯面。

2004 年法務部提出《人權基本法》草案，此為同性婚姻首次列入中華民國律條文，

最後因立法院而在 2016 年，同性婚姻草案終於獲得數十名立委連署而熱烈討論。 此

篇小論文，要帶大家來了解同志的世界，並針對婚姻平權及同志權益來作探討，還

有現在人對於同志的看法。 

 

二、研究目的 

 

（一） 希望能藉由此研究更了解有關同志的權益。 

（二） 藉由研究臺灣同性婚姻法案的不同面向，瞭解臺灣社會對此議題的態度為   

何。 

 

三、研究方法 

 

（一） 上網查詢資料及翻閱書籍，了解社會外界對於同性的看法。 

（二） 參考相關法律，進行文獻分析。 

 

四、研究流程 

 

 

       蒐集資料               查證資料              製作問卷              

 

 

 

             

            統計成圖表             資料彙整               結論建議 

 

 

▲圖一：研究架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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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了解同志 

 

   「同志」是同性戀群體的代稱之一，有時也擴大為 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等非異性戀群體。1989 年隨香港人林奕華的同性戀電影節「香港

同志電影節」的出現，漸漸演變為社會對同性戀群體的代稱及該社群之間的正式稱

呼。 

 

    判斷同性戀有幾個指標，Martin 和 Lyon 在 1972 年曾對同性戀做出定義，其認

為同性戀是指「個人無論在性愛、心理、感情及社交上的興趣主要對象均為同性別

的人，也就是說，對於同性戀者而言，同性間的吸引遠遠大過於異性，即使其沒有

將內在傾向表達於外」，而國內的周勵志則認為同性戀不但只是同性之間的性接觸，

還包括了性行為的形式、情感上的需要以及認知上的確定；依據 Gadpaille 的觀點而

言，同性戀者認定標準為： 

 

(一) 想要與同性有親密的行為、想法，而且是無法壓抑的。 

(二) 對異性沒有興趣，只對同性有情感及慾望。 

(三) 積極的想與同性有交集，且為之神魂顛倒。 

(四) 會感到可恥、罪惡，且伴隨著孤寂、憂鬱。 

 

二、台灣諮商與輔導對同性戀的論述則是： 

 

     (一)無法克制自己想要跟同性有親密行為或幻想。 

            (二)同性間有戀愛表現，且情感尋求對象皆為同性。 

            (三)同性傾向是持續性的，而非情境式或是偶然的發生。 

            (四)對異性感到噁心、不舒服，或是厭惡與異性發生性行為。 

            (五)年齡應滿 20 歲或是 25 歲。 

 

    以行為界定的方法來看，Kinsey 將同性戀定義為，年齡超過 18 歲，而且多次的與同性別

者發生性關係，達到性高潮。「Hass 則認為同性者在認定上必須與同性發生六次以上的性行為

才稱之」(林本蕙，2005)。 

 

    綜合以上所述，雖然對同性戀所作的定義有些許的不同，但我們可以發現，同性戀者並

不單只有與同性之間有性行為的傾向，還包含了在情感上的表露、認知上的認同以及行為上

的積極主動，由此可知，同性戀與我們在異性戀上的概念其實差別不大，唯一最大的差別在

於同性戀是傾向同性，而異性戀是傾向於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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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性戀的成因 

 

（一） 關於同性戀的成因，學術界主要有三種看法。一種認為是由生理因素造成

的，這種同性戀稱為素質性同性戀。第二種觀點認為是由心理社會因素所致，

這種同性戀稱為境域性同性戀。最後一種是一些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性傾向

有雙向發展的可能。 

 

（二） 同性戀的原因與異性戀的原因沒有什麼不同，兩者同樣都是有意義的生活

方式，其差別只是選擇對象的性別不同而已。第一種看法是以遺傳因素、激素

水平和大腦結構來考察同性戀問題。第二種觀點包括精神分析的觀點和行為主

義觀點。前者是出於生理因素，後者則通過心理社會因素。 

 

            同性戀心理諮詢師就精神分析學說認為，兒童期 3—5 歲是人類性心理發展過程  

            中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幼兒對自己的異性生身親長即父親或母親產生特殊強 

            烈的依戀之情，特別是懷有本能的性慾渴求，同時伴隨產生的是對同性生身親 

            長的敵對感。這就是戀父情結或戀母情結。 

 

（三） 在此階段，雙親對兒童的性本能既不採取過分抑制，又不採取過分刺激的

合理態度，兒童就會順利通過這一階段。相反，如果兒童在此期間心理遭受創

傷，那麼戀父情結或戀母情結就會潛藏在意識裡，並繼續影響個體的心理發育，

最終在性成熟後發生相似的心理異常。行為主義特別重視的是夥伴關係、偶然

的機遇以及特殊的經歷。一個人在與異性交往中受挫，有過不愉快的經驗，異

性戀情感得不到正常的發展，而同時又受到同性的引誘，就會產生同性戀的傾

向。比如童年時期的性別認同錯誤，家庭教育中性教育被忽視，或者被拒絕，

或者被歪曲(異性化教育環境)，亂倫行為等這些偶然的機會或者特殊的經歷會改

變一個人的性取向，形成同性戀。 

 

（四） 還有的人被情感與寂寞，慾望與焦慮所困惑，急欲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來

擺脫感情孤獨進入同性戀，學術上稱其為「邊緣同性戀者」。這部分人一般以學

生為主，多是由假性同性戀者過渡而來。 

 

            同性戀心理諮詢師分析認為：有些人雖然其表現形式酷似同性戀，但從他們的   

            生理或心理的需求看，只是一種過渡性的表性性「同性戀」。青少年學生在進入  

            青春期後，敏感，叛逆，焦慮，同時渴望被了解。尤其是當社會風氣如此開放 

            的現在，很多人混淆了知交與情人的概念。他們在青春期感到彷徨因而選擇了 

            同性戀的生活方式，跨越了友情，出現互相擁抱、接吻、觸摸，最後模仿同性 

            戀的體交行為，來滿足彼此愛與被愛的、軀體、生理、心理的需求。 

 

（五） 社會對同性戀有著不同的看法，這也是跟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教育理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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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因為與法律與社會約俗相左而遭受迫害，但逐漸也被認可。正如薩特

所言，存在即合理。我們應該合理的對待同性戀者，既要有感性的關懷，也要

有理性的判斷，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對待同性戀這一現象。 

 

四、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也稱為同志婚姻，是指性別相同的人彼此締結為 

        婚姻關係。在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中，也被稱作「婚姻平權」（marriage equality），為向 

        政府要求保障不分性傾向或性別都能締結法定婚姻，爭取平等權利的社會運動。 

 

            目前全球有 23 個國家、21 個海外領地在轄內全境的法律的婚姻制度，同性得以 

        締結婚約。2 個國家及 1 個海外領地在轄內的部分地區有此制度。此外，14 個國家 

        和 1 個構成國全境，4 個國家的部分地區，則用與婚姻實質相等或部分等同的民事 

        結合制或生活伴侶制度作為替代。 

 

五、法律 

 

    目前立法院討論中的同性婚姻立法，主要是以尤美女委員在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提出，名稱為院總第 1150 號委員提案第 19706 號，本法案新增/修正了 5 個條文，

修正內容與主要修正理由是： 

 

▼表一尤美女修訂法案 

條次 民法主要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971-1 同性或異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使用

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 

  

同性或異性配偶與其子女之關係，平

等適用父母子女權利義務之規定。但

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以異性配偶

為限。 

為落實憲法平等權利，促進同志權利保

障，婚姻雙方當事人不受性別、性傾

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之限制，平等

適用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婚姻雙方當

事人與其子女之關係，亦平等適用父母

子女權利義務之規定。 

972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更改成「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

訂定。」 

為落實憲法平等權利，促進同志權利保

障，檢討修正我國民法，使同性婚姻合

法化，特將本條「男女」修正為「雙方」。 

973 將現行法「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

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中修正為

「未成年人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

婚約」 

國家應給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之地

位，並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之一切事

務上，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980 將現行法「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

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修正為「未

依據我國 2007 年通過批准之聯合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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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

約。」 

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國家應給予男

女在法律面前平等之地位，並在有關婚

姻和家庭關係之一切事務上，消除對婦

女之歧視。 

1079-1 

II 

法院為前項之認可，及收出養媒合服

務者為收出養評估報告時，不得以收

養者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

別特質等為理由，而為歧視之對待。 

禁止法院在收養事項上，不得以性少數

作為拒絕收養的理由。 

 

（表一：資料來源：台灣守護家庭。2017 年 10 月 20 日，取自 https://taiwanfamily.com/100236） 

 

（一） 反對原因 

 

1. 同性婚姻入法將消耗國家龐大資源，影響政府拼經濟部份支持同性婚姻的

民眾是因為覺得對自己沒影響，但將同性婚姻入法實際上是根本改變婚姻

的定義，幾乎所有涉及婚姻、親屬、生殖、財產繼承、保險撫卹之法令全

都需要檢視與修改，各級行政機關的作業流程及系統也都要跟著改，立法

院亦必須投入許多心力審視、修訂相關法令條文，將耗費龐大行政、立法

資源，對全國人民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2. 同性婚姻在多國點燃社會戰爭，臺灣倉促推動勢必引起社會爭議與內耗法

國通過同性婚姻後引發了 30 年來法國最大的街頭抗議，美國加州為了同性

婚姻舉行公投，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稱同性婚姻將會爲英國社會帶來

「亨利八世統治以來最大的衝突」。臺灣倉促推動也勢必造成國家社會更多

的對立及內耗。 

 

3. 歐洲人權法院未作出定論，台灣不應成為華人地區第一隻白老鼠目前僅 11

個歐盟會員國承認同性婚姻，少部份國家承認其享有「某種形式的登記關

係」，多數歐洲國家則完全不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地位，歐洲人權法院針對

政府不承認同性婚姻，均判決其不違反歐洲人權公約。重視婚姻與世代傳

承的華人地區，更沒有國家承認同性婚姻。 

 

4. 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台灣

少子化問題嚴重，生育率快速下降，在全球排名中敬陪末座，比起新加坡、

南韓、日本等都要更低。低生育率將造成勞動力與生產力不足、財稅收入

減少等諸多問題，加速社會高齡化，嚴重影響國家競爭力。一男一女的婚

姻及自然的生育傳承，合乎促進台灣人口永續發展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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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愛滋病最大宗是男男性行為，已成青少年十大死因根據疾病管制署統計，

台灣民眾感染愛滋病的危險因子中，最高為同性間性行為，其次為吸毒亂

用針頭，在 102 年 1~7 月已查明感染來源的案例中，因男男性行為感染愛

滋病者高達 74.57%，每年由國家支付的愛滋病醫療費用已達 30 億，佔了疾

管署預算一半以上，且每年成長，同性婚姻入法等於變相鼓勵同性性行為，

極不利愛滋防治及政府財政負擔。 

 

6. 同性婚姻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在一個具有長期承諾、穩定、受法

律保障的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中，子女最有可能得到其父母良好照顧及教

養。 

 

（二） 問卷調查 

 

     以下為我們設計的幾個問題表單，經由 google 表單網路上給予的回答，有

效問卷統整出來的圖表，總共搜蒐集到了 102 則回應。 

 

 

   ▲圖二填寫問卷性別比例                   ▲圖三填寫問卷年齡比例 

 

 

 
  ▲圖四是否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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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女 

57% 

 
0% 

 
0% 14~16

歲 

52% 

17~19
歲 

38% 

20歲以

上 

10% 

 
0% 

贊成 

76% 

不贊成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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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接受同性婚姻的原因 

 

 

  ▲圖六:反對同性婚姻的原因 

 

 

   ▲圖七: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後會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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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人有選擇伴侶的權力 

結婚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力 

繁衍下一代不是婚姻主要的目的 

別影響到我都好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傳統婚姻制度是不允許的 

違反倫理道德 

無法生育下一代 

衍生許多社會問題 

認為現在的社會不認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社會減少對同性戀的歧視 

社會更和諧安定 

更多人可公開自己的性向 

同性戀可以結婚 

節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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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 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後會有什麼負面的影響 

 

 

  ▲圖九:同性婚姻合法後，會改變對同性戀的看法嗎 

 

 

參、結論 

     

     時代不斷的進步，許多人對婚姻平權的看法已慢慢地在改變，法條也慢慢的在修正與更

改。大多數不贊同同志婚姻的人，都是因為擔心生育力下降，少部分是覺得違反倫理，更少

部分是歧視。每個人都應該有選擇自己性向的權利，我們不應該以異樣的眼光去看待同性戀

的群體，因為他跟我們沒甚麼不同，異性戀與非異性戀一樣值得受尊重與保障。肯定非異性

戀與異性戀享有相同的結婚權，需要透過國家力量，光明正大肯認不同性傾向的人民都有做

出承諾的資格，既然同樣是承諾，當然不分異同，一樣值得。 

     

     大法官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寫下撼動人心判詞：「世上沒有一個結盟比婚姻更深

刻，因為婚姻體現最理想的愛、忠誠、奉獻、犧牲和家庭。在締結婚姻盟誓中，兩個人變得

比過去的自己更偉大。」（天下雜誌 2015）在有些情況下，婚姻的愛不斷延續，甚至跨越生死。

說他／她們不尊重婚姻是種誤解，他們苦苦爭取正說明了他們尊重，而且必須實行。 

 

肆、引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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