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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
真平
青年參與婚姻平權、同志公共議題
國立成功大學 TO˙ 拉酷社
於 2016 年婚姻平權議題之參與與觀察
成大 TO˙ 拉酷社第九屆學術長；成大心理系 108 級╱廖傑恩

1. 引言
國立成功大學TO．拉酷社為成功大學

別教育外，許多為人師表的教育者仍充斥著封

性 / 別學生社團，社團命名源於「 To Lesbian &

建刻板的保守思維，他們也需要接受性別教

Queer」，也取台語「一大群」的諧音，表達性

育，而此時，婚姻平權的通過就是政府給予這

/別與性傾向的多元。自成立以來，TO．拉酷社

個國家極佳的性別教育。

始終致力於提升校內師生的性別意識，促進校

2016年十一月起，TO．拉酷搭上了臺灣推

園內性別友善的風氣，並提供成大、甚至大臺

動婚姻平權的熱潮，一連響應、甚至籌畫了一

南地區性少數學生一個如同家一般的避風港。

系列的活動，除了參與記者會聲明立場外，也

校園內性別不友善的事蹟履見不鮮，無

帶領社員參加同志遊行，實際走上街頭，讓社

知、歧視的性玩笑事件仍然常常上演，這讓我

會親眼看見我們的存在、聽見我們的聲音。以

們深深體會到，在性別平等教育這塊，我們還

下是TO．拉酷這半年來在婚姻平權議題上的參

需要做很多努力。再者，除了學生需要接受性

與，以及在參與中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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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記者會聲明立場，喚起社會大眾意識
2-2「落實婚姻平權需要你，全民站出來！」臺南市政
府西拉雅廣場記者會

社團法人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與臺南地方團
體「能盛興工廠」號召各團體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
在臺中、臺南及花蓮三地召開支持婚姻平權的記者
會，臺南場由能盛興工廠主辦，成大TO．拉酷副社
圖 1 成大 TO˙ 拉酷召開記者會挺婚姻平權，成大學生會、成大零貳社
與能勝興工廠列席支持。

2-1「拒作假見證，還我真平權X青年挺同婚，教育不
能等」全台大專院校性／別相關社團南區記者會

長、學術長及社員參與會場布置等工作。記者會邀
請各臺南當地團體列席發言，TO．拉酷由學術長代
表發言，提及成大有違性平之虞的通識課，點出高

全台大專院校性╱別相關社團串聯（今已

等教育環境中仍有缺乏多元思維的教育者，再次呼

改組為「學生促進婚姻平權聯盟」，簡稱學平

籲，我們國家需要以婚姻平權的通過翻動社會中既

盟），於 2016年11月13日早上10點整，在北、中、

存的無知、偏見與歧視。

南三地同步召開記者會，除了對下一代幸福聯盟

相關連結：
西拉雅廣場記者會TO˙拉酷代表發言影片：https://goo.gl/U7M65L
https://video.udn.com/news/602396 (聯合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99684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96438 (自由時報)

走上凱道要求「婚姻家庭，全民公投」一事發表
批判外，也同時向社會聲明性╱別相關社團對於
婚姻平權的支持。南區記者會由「成大 TO ．拉
酷」主辦，當時還有「成大學生會」、異議性社
團「成大零貳社」及地方團體「能盛興工廠」列
席支持。三地記者會新聞稿由淡江大學同進社、
成功大學 TO．拉酷及文化大學性別研究社等社團
同研擬。以下為新聞稿部分內容。
我們以學生、以青年的身分在這裡，向社會
疾聲呼告：同志也是人，同志族群的權利即是人
權，當以婚姻平權的落實予以保障，不應被任何
個人或團體漠視平權的行為否定。各校性 / 別相關
社團也將更積極與學校對話，並持續耕耘，期望
能讓性別意識根植於人心，使得你我得以擺脫標
籤的束縛，以最自在的姿態生活著。更期待學生
在為性別議題奮鬥時，立法委員與社會大眾能共
同以行動支持，一同為創造友善、平等的環境而
努力。
相關網路新聞連結：
http://www.storm.mg/article/189315 (風傳媒)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85333 (自由時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13/987913/ (蘋果及時)

圖 2 TO˙ 拉酷參與記者會場布，與能勝興夥伴及其他志工不畏風雨進行
準備。

3. 參與同志遊行，以學生及同志的身分向社會吶喊
臺灣的同志遊行首辦於2003年，發起的目的為：
一、讓社會看見同志以及性少數族群的真實存在
二、提供同志以及性少數族群向社會吶喊的平台
三、促進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 ）與性權的
提升。
四、為不能走上街頭、更邊緣的性少數族群發
聲，如身心障礙者同志及原住民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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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拉酷社固定會帶領社員走臺北的臺灣

訓練（勞）與學校教育（師）都應融入並增加

同志遊行與高雄同志遊行，除了藉由親臨同志

性別議題的內容。 TO ．拉酷學術長代表南部

運動現場以提升社員及幹部的性別意識之外，

大專院校性別相關社╱團上台發言，點出校園

也同時以學生及同志的身分向社會吶喊對不公

內不論是廁所空間配置和求救鈴等硬體設施，

義的不滿以及我們期待平等與自由。

課程與師資等軟體資源離真正的性別平等尚有

2016 年 10 月 29 日，第十四屆臺灣同志大遊

進步空間，這些都源於社會對於多元性別、性

行在臺北凱達格蘭大道舉行，主訴求為：一起

別意識理解的不足，而婚姻平權的通過，正是

FUN 出來——打破「假友善」，你我撐自在。

以國家之名向這個社會宣告，同志不是次等公

TO．拉酷在遊行前便在平日的午餐聚會中帶領

民，同志與異性戀一樣能享有婚姻的保障，社

社員討論遊行的主訴求與時事，也根據這些討

會不該有差別待遇。

論製作遊行標語，如以「我的血液很乾淨，你

第二屆臺南彩虹遊行也於12 月 31 日登場，

的歧視才有病」以及「愛滋不該被歧視，直男

TO．拉酷帶領了社員參與，把學生支持性別平

同志都一致」批判社會中仍有將男同志的性與

等、多元性別的聲音帶出成大校園，穿梭在臺

愛滋病畫上等號的錯誤連結，並因為對愛滋的

南的大街小巷。

不理解，擺出「隔離」、「眼不見為淨」的錯
誤心態，以及以降低感染風險為由禁止男男性

相關報導：
http://ntnuyouth.org/?p=9694 (師大青年)

接觸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捐血
的「假友善真歧視」的政策，這些也在國防大
學逼迫愛滋學生退學等層出不窮的歧視事件中
可見一斑。
第七屆高雄同志遊行則是於 11 月 26 日在高
雄勞工公園舉行，遊行路線達五公里，為史上
最長，主訴求為「勞師眾動」，認為不論職場

圖 3 TO˙ 拉酷帶領社員討論、製作的遊行標語。

圖 4 TO˙ 拉酷帶領社員參與 2016 第十四屆臺灣同志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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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TO˙ 拉酷公關長在立法院外發言

動：公關長在 11 月 28 日由伴侶盟在立法院外籌

2016年11月8日，婚姻平權的民法修正案已

辦的公聽會發言，強調另立的同性婚姻專法若

經通過立法院一讀，並於17 日進入司法法制委

沒有較異性婚姻更多重保障，就是歧視，婚姻

員會審查，但同時有著近萬人在立法院外抗議

平權民法修正案僅做文字修正，將僅限於異性

著此次修法將會撼動臺灣的婚姻價值和倫理基

戀的權利義務擴展到不分性傾向，還給同志族

礎，同時國民黨立委也在議場內杯葛民進黨不

群應有的基本人權，最後譴責反同人士在公聽

分區立委尤美女提出的法案版本。在場內外包

會之前不斷地造謠中傷，希望宗教可以回歸到

夾的抗議壓力之下，尤美女只能以舉辦公聽會

其信仰本質，不要在各領域（如教育、政治及

向反對方妥協。同月24 日，國民黨南投縣立委

經濟等）繼續製造歧視。

許淑華召開公聽會，只看到反對方用宗教的價

除此之外，公關長也帶領部分社員擔任

值、個人的歧視和偏見、對法案的扭曲全力反

「婚姻平權小蜜蜂」，利用課餘時間，走上臺南

對，缺乏真正合理的論述。 12 月 3 日，持反同

街頭，或揹或舉「婚姻平權，不懂來問我」的牌

立場的基督宗教教會和民眾又再度動員，走上

子，向街坊鄰里說明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的細

街頭，用充滿歧視、仇恨的言論與行為，再度

節，解開護家盟等反同團體散播的不實謠言，打

傷害著同志、同志支持者的身體、心理，和生

破一般民眾的既有思維，雖然過程中偶有挫折，

而為人應該所具有的基本人權。

如遇到某些虔誠基督信仰者，對方堅持著「同性

看到了社會上仍充斥著許多的無知、偏

戀就是罪惡」、「同性戀是邪惡的靈」等等不理

見與歧視的聲浪，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簡稱熱

性又偏執的信念，難以溝通，但至少讓這些「彩

線）、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

虹聲音」與「彩虹力量」一點一滴，慢慢地突破

等團體，亦動員守護法案，繼續向社會大聲疾

同志運動的同溫層，進入一般民眾的生活圈裡，

呼婚姻平權通過的重要性與迫切性，TO．拉酷

讓更多人理解同志、理解同性婚姻，也更有意願

社也持續貢獻力量，響應婚姻平權一系列的行

支持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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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12 月 10 日是國際人權日，熱線在臺
北凱達格蘭大道籌辦了「讓生命不再逝去，為

或偏友善的立委為主），請立委們在國會
內更積極推動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

婚姻平權站出來」音樂會，TO．拉酷社也北上

4. 參與者亦可以拿著支持婚姻平權的標語

一同參與，用實際行動讓社會以及政府看見我

拍照並打卡，換取拍立得現場沖洗出來的

們的存在、聽見我們的訴求。

照片，除了增加攤位互動性外，也達到宣
傳效果。

圖 7 TO˙ 拉酷公關長在臺灣文學館外擔任婚姻平權小蜜蜂。
圖 8 TO˙ 拉酷社員 ( 左 ) 向參與者說明法案。

5. 持續在成大校園內推動婚姻平權及耕耘性別
5-1與成大學生會合辦「成大人力挺婚姻平權」擺
攤活動
12月5日至9日，TO．拉酷與成大學生會權

益部合作，籌辦「成大人力挺婚姻平權」擺攤
活動，攤位架設在人潮流動頻繁的光復校區轉
角，期待能突破同溫層，觸及到更多對議題沒
那麼瞭解的成大人。攤位上有各種活動讓參與
者進行，分別條列如下：

圖 9 TO˙ 拉酷社長 ( 左 ) 與成大性平會副執行秘書 ( 右 ) 在攤位合影。

1. 攤位上擺有筆電，鼓勵參與者現場填寫學

生會推出的支持婚姻平權的網路連署書。
2. 工作人員藉由的說明文字板與文宣向參與

者說明、比較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尤美女
委員、許毓仁委員及時代力量三版本與另
立專法等法案。
3. 攤位上也擺有伴侶盟製作的「平權，真的

不難」明信片，鼓勵參與者寫明信片給立
法委員（以臺南地區對婚姻平權議題中立

圖 10 成大學生參與「成大人力挺婚姻平權」擺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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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人一信挺平權，校長可否來成全？

在「成大人力挺婚姻平權」擺攤活動進行
的同時，TO．拉酷也於12月8日發起「一人一信
挺平權，校長可否來成全？」活動，鼓勵成大學
生以TO．拉酷社文資長擬好的範本寫email到校
長室，邀請蘇校長能以成大大家長的身份，公開
表態支持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讓社會看到，國
立成功大學是一所由上而下真正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且校園充滿性別友善風氣的頂尖大學。

圖 12 《護家盟不萌？─從哲學觀點談歧視與性別》講座結束後參
與者與講師朱家安合影
攝影：成大土木系 106 級 陳宏學

社員及非社員的參與者多元性別知識以及性別意

相關連結：
「成大人力挺婚姻平權」臉書活動頁：https://goo.gl/59MrnJ
「一人一信挺平權，校長可否來成全？」臉書活動頁：https://goo.gl/
AFNdz6
「一人一信挺平權，校長可否來成全？」信件範本：http://ppt.cc/Tl23l
講座
《護家盟不萌？─從哲學觀點談歧視與性別》聽眾心得：http://ppt.
cc/74Pb4 （心得作者：成大心理系108級 陳沛穎）

識的啟發，不忘致力於推廣性別平等的概念的初

6. 總結

5-3舉辦講座與社課，推廣多元性別與性別平等
2016後半年，TO．拉酷不僅僅積極響應婚姻

平權的推動，在校內也會舉辦社課與講座，給予

衷與使命，也會在社課與講座中持續積極鼓勵大
家聯署、明信片給立委，響應婚姻平權。

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 ）是抱持著相信
會讓社會更好的理念，經由一系列的行動，不論

12 月 13 日， TO ．拉酷與成大性平會合辦了

是透過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手段，來促成社會改

一場大型講座：《護家盟不萌？─從哲學觀點

革，這向來是漫長且艱辛的過程，婚姻平權的推

談歧視與性別》，邀請在哲學界打滾多年的知

動也不例外，自 1990 年代女權運動興起以及 2000

名作家╱講者朱家安與成大師生分享簡單哲學

年首辦於臺北的大型同志活動以來，臺灣的性別

思辨與「歧視」的哲學觀點，讓大家有一套批

運動一路走來歷經無數坎坷。時間來到2016 年，

判思維能力，在婚姻平權議題上，也可以應用

在許許多多運動前輩的辛苦耕耘下，我們終於見

於回應如護家盟等反同團體的歧視言論，也是

到曙光，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被送進國會進行審

助長推動婚姻平權的一股力量。

查，這是臺灣性別運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身為學生、身為同志、身為某些團體口中
的「下一代」，並抱持著守護多元性別與性別平
等的理念，國立成功大學TO．拉酷社搭上了婚姻
平權的熱潮，積極響應各種推動民法修正案的行
動，在校外參與記者會、同志遊行與大型造勢活
動，在校內持續透過籌辦社課、講座與其他活動
推廣性別平等與婚姻平權。展望未來，我們堅信
婚姻平權的通過這個目標已在不遠處，但我們仍
會持續關注並有所行動，繼續用學生的高度行動

圖 11 TO˙ 拉酷與成大性平會邀請朱家安演講
攝影：成大土木系 106 級 陳宏學。

力耕耘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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