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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台灣女同志電影為研究對象，尤其聚焦於底層女同志的再
現與性別政治，包括多部以台語為主要語言的電影，企圖開拓有別
於國語世代的女同志想像與視野，探討台灣不同省籍、族裔、世代
、年齡、階級、地域下的女同志主體再現的多元樣貌。一方面彌補
既有論述多集中在男同志電影，抑或以中產階級、都會、校園生活
為主的同志研究現況；另一方面則欲凸顯女、男同志的差異性，以
女同志主體作為切入視角，剖析在父權與異性戀霸權交織的社會文
化、家庭結構、法政經濟體制中，男、女同志依然有別的差異與處
境；探究底層女同志在象徵體系和物質層面中，多居於性別、性傾
向、階級等多重弱勢的漂浪處境，反思同志研究、酷兒論述常將男
、女同志一概而論，忽略其內在矛盾與社會差異的不足。

中文關鍵詞： 台灣女同志電影、底層階級、性別政治、認同政治、鄉土女同志、
T婆文化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studi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baltern
lesbians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aiwan homosexual films
from a class perspective, so as to balance against the
dominance of gay films, or the concentration of discussion
on middleclass, the city, or the campus in current
homosexual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by emphasizing the
lesbian subjectivity, the project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ays and lesbians within society and culture,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institution of law, politics, and
economy, all influenced by the patriarchy and the
heterosexual hegemony. The subaltern lesbians are mostly
“drifting,” both a metaphor and a fact, in terms of
gender, along the edges of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lass. In view of this, the project reflects on the
tendency of lumping gays and lesbians together and the
resulted negligence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so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homosexual studies or queer
discourse.

英文關鍵詞： lesbian films, subaltern classes, gender politics, identity
politics, local lesbian, T/P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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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女漂浪： 

台灣同志電影中的底層女同志再現與性別政治 

 

曾秀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本計畫以台灣女同志電影為研究對象，尤其聚焦於底層女同志的再現與性別

政治，包括多部以台語為主要語言的電影，企圖開拓有別於國語世代的女同志想

像與視野，探討台灣不同省籍、族裔、世代、年齡、階級、地域下的女同志主體

再現的多元樣貌。一方面彌補既有論述多集中在男同志電影，抑或以中產階級、

都會、校園生活為主的同志研究現況；另一方面則欲凸顯女、男同志的差異性，

以女同志主體作為切入視角，剖析在父權與異性戀霸權交織的社會文化、家庭結

構、法政經濟體制中，男、女同志依然有別的差異與處境；探究底層女同志在象

徵體系和物質層面中，多居於性別、性傾向、階級等多重弱勢的漂浪處境，反思

同志研究、酷兒論述常將男、女同志一概而論，忽略其內在矛盾與社會差異的不

足。 

    電影中的女同志角色多是遊走江湖賣藝賣笑的女性、或與民俗曲藝傳統文化

相關連的女子，本計畫探究其女性與女同志身份交織的弱勢處境與性別政治，探

討電影中如何再現這些非中產白領階級的女同志 T 婆形象、情慾再現、時空場域，

及其與其他政治權力的角力與互動關係。這些底層女同志所處的生活空間，多位

於鄉村或都市邊緣，因而本計畫所謂的「漂浪」，一是指涉其特殊的工作型態與

展演環境，二是指其女同志的底層生存狀態，三是結合多部電影所呈現的台語語

境，挖掘本土女同志文化的多元樣貌。突破目前以認同政治、都會中產階級、知

識菁英為主流的同志形象，拓展非都會同志文化的視野，針對台灣女同志電影的

特殊性與在地化課題進行研究，目前已發表三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冀能逐

步建立女同志電影與底層研究的論述體系。 

 

關鍵詞：女同志電影、底層階級、性別政治、認同政治、鄉土女同志、T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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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本計畫將以台灣女同志電影為研究對象，尤其聚焦於底層女同志的再現與性

別政治，其中包括以台語為母語的女同志人物，企圖開拓有別於國語世代的女同

志想像與視野，探討台灣不同省籍、族裔、世代、年齡、階級、地域下的女同志

主體再現的多元樣貌。 

    相較於為數眾多的台灣同志文學研究，目前台灣同志電影的研究仍然有限，

有待開展。從 1986 年的《孽子》開始，台灣同志電影已發展三十年，更逐漸於

華語世界和國際上嶄露頭角，並受到部分學者和市場的關注。然而相較於華語男

同志電影研究，台灣的女同志電影所受到的關注則少了許多。而在主流的同志電

影中，多呈現中產階級的都會生活、婚家模式，或青少年情慾的萌動、校園生活

的青春憶往，對於不同階級、非菁英或知識份子、邊緣議題的再現與關注較為缺

乏。1然而目前過多資源與研究投注在男同志社群、或主流同志形象的建構與中

產階級生活的想像上（如陽光、健康、青春、菁英、婚家生子等），不但將使同

志社群的想像越來越單一，更可能排擠了不同階級、性別、族群多元化的情慾展

演與生存空間，也可能再次邊緣化非主流的酷兒群體與個體。 

    因此本計畫將關注台灣同志電影中的底層女同志再現，從性別、性傾向與階

級等多重視角切入，探討其所衍生的各種性別政治與權力關係，一方面指出女同

志在性別與性傾向上同時承受父權和異性戀霸權的壓迫，另一方面也要強調女同

志與男同志處境的差異性。在目前酷兒論述風潮中，由於主張性別與情慾的流動

性，男、女同志所面臨的性別差異與困境不容易被凸顯，往往被放在「酷兒」的

大傘下一概而論。趙彥寧便曾極具洞見地指出，同志研究應注意：一、同志「有

志一同」下的內在/身體矛盾；二、酷兒強調差異（卻又本質化顛覆的同一性）所

忽視的社會既存差異。2陳昭如在研究中也指出，由於男、女同志所處的性別位置

不同，其所遭受的性傾向壓迫不盡相同，所面臨的婚姻壓迫也不一樣。3男、女同

志所面臨的特殊處境不同，實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本計畫將聚焦於資源更少的女

同志電影與底層研究上。 

    因此關注不同階級的女同志影像再現，挖掘台灣女同志電影的特殊性與在地

                                                      
1
 趙彥寧在〈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中，便曾提出類似的批評，

但至今這現象仍然存在。參見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2001），頁 90-92。 
2
 趙彥寧〈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同上註，註 22，頁 110。 

3
 陳昭如〈婚姻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27期（2010.12），

頁 147。（頁 11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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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課題，而底層與非都會視角是本計畫所要強調的。筆者發現相較於華語男同志

電影常呈現的中產階級婚家想像，不論是《喜宴》的異性戀婚姻、或《滿月酒》

的同志婚姻，多再現了以浪漫愛為核心價值的單偶制家庭模式，並且利用階級位

置較低的女性來（婚配、代孕）借腹生子、傳宗接代，一再傳達維繫父系家族血

緣的意識形態，也再次鞏固了中產階級「性愛─婚姻─家庭」三位一體的主流想

像。而在台灣的女同志電影中則呈現了多樣的底層關懷，與多元的（非婚/不婚）

家庭想像，不僅豐富了同志族群的圖像，也質疑了婚家體制的合法性與必要性，

更拆解了主流同志運動長期以來（仿效美國同運）所採取的身分認同主張與出櫃

策略，提供了不同於主流的底層女性/女同志觀點，以及富有本土色彩的在地視

野。本研究將多關注階級、情慾、地域等作用，讓這些在不論在主流、或同志文

化中都更為邊緣的女同志（再現）得以被看見，並正視其所面臨的「漂浪」處境。 

    本研究認為女同志電影中多元型態的再現，不僅與其同志情慾的邊緣位置相

關，更與其女性的性別位置有高度的關連性，因此本計畫將仔細探究其女性與女

同志身份交織的多重關係，並納入階級關懷，從底層女同志觀點切入，以開拓目

前以認同、校園、都會、菁英為主的同志文本再現與研究現況。基於對於性別、

階級與在地特色的關懷，本次專題計畫將選擇具有底層色彩的台灣女同志電影作

為主，進行一系列研究。 

本計畫所謂的「底層女同志」為非屬於中產白領階級或知識菁英的女同志。

在幾部電影中，這些底層女同志往往是遊走在庶民階級或在下層階級討生活的人

物；而其生活領域與生活空間，也多位於鄉土或都市邊緣。而其階級、職業與生

活場域、空間，也是本計畫將探討的一個重點，以開拓目前同志研究往往侷限於

中產階級情調及對非都會酷兒視野的匱乏。 

本計畫同時納入黃惠偵導演的兩部紀錄片，不僅是因為其內容與本研究主題

相關、提供了第一手的影像紀錄，更在於知識與階級背景的考量。對於較不具知

識背景的底層女同志而言，紀錄片所提供的言說與再現空間，提供了一個較不需

具備文化資本的發聲場域，也足以和女同志電影相互參照，並拓展本研究的視野

與角度。正如邱貴芬所言，在地庶民文化所展現的文化異質可以開展有關全球異

質文化展演的基進政治意義與空間，而紀錄片和其他再現形式相較，是更為貼近

庶民與弱勢的。4 

 

                                                      
4
 邱貴芬〈「亞洲性」、「台灣性」與全球化時代「台灣」的展演空間〉，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主編《國科會外文學門 86-90 年度研究成果論文集》（台北：書林，2005），頁 46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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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計畫以女同志電影為主要研究範疇，並聚焦於底層女同志的再現，因此文

獻回顧將以相關女同志電影、紀錄片研究為主。而由於本次研究的電影中有文學

改編電影，因此將一併回顧相關的女同志文學研究，依其與本計畫的關連性，進

行文獻回顧與評述。 

(一)台灣女同志電影研究 

    在本研究計畫的影片當中，以周美玲導演的同志電影較受關注，有較多的研

究成果，其餘的女同志電影研究並不多。而周美玲電影的相關研究則以其「同志

三部曲」──《艷光四射歌舞團》、《刺青》、《漂浪青春》為主，尤其《刺青》曾

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同時也贏得較多票房與市場關注。有關周美玲電影的研

究多注意到其融合台灣民俗、地景，作為表達同志情感結構與家國想像的特色。

如游婷敬〈映照台灣性別光譜的同志電影──從周美玲導演的作品談起〉中指出，

周美玲的「同志三部曲」將同志角色融入台灣的文化情境與本土特色。而張靄珠

在〈哀悼愛情：周美玲《刺青》與《豔光四射歌舞團》的酷兒操演與羞辱轉化〉

中則指出，周美玲的電影雖不似《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史詩般的

國族寓言格局，但以懷舊感傷的調性，結合台灣地景民俗等元素，補充了酷兒國

族寓言的空白。5 

    鄧芝珊、彭心筠則以《漂浪青春》中八歲女孩（妹狗）的凝視觀點，論述「婆」

的主體意識。王君琦、黃玉珊在合著的〈新電影之後台灣女性導演及作品──作

者、映像、語言〉6一文中，從女性運動的歷史出發，闡述台灣女性電影的發展，

並聚焦於張艾嘉、黃玉珊、周美玲三位女導演。探討周美玲從紀錄片到電影的影

像風格，指出其往往再現中下階層、草根的同志身影與文化，捕捉其俗氣卻有生

命力與荒涼美感的同志美學，而這也是其對台灣同志美學過於傾向歐美論述的反

思。 

此外，王君琦在〈在影史邊緣漫舞︰重探《女子學校》、《孽子》、《失聲畫眉》〉

一文中，便認為《失聲畫眉》如何在國族大義的夾殺下，以女同志 T 的形象和誇

張的女女情慾動搖了男性凝視的權威有精彩的分析，彌補了影史上的一頁空白，

也拓展了該時期同志文化的多元意涵。該文以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三部同志

                                                      
5
 張靄珠〈哀悼愛情：周美玲《刺青》與《豔光四射歌舞團》的酷兒操演與羞辱轉化〉，張靄珠《全

球化時空、身體、記憶：台灣新電影及其影響》（新竹：交通大學，2015），頁 289-331。 
6
 王君琦、黃玉珊〈新電影之後台灣女性導演及作品──作者、映像、語言〉，陳明珠、黃勻祺

《台灣女導演研究 2000-2010──她‧劇情片‧談話錄》（台北：秀威，2010），頁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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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上缺席的邊緣位置，批判電影研究中往往以「新電影」為主流、

以異性戀為框架的文化位階。7  

    而關於《青春蝴蝶孤戀花》的討論，莊宜文在研究中指出《青春蝴蝶孤戀花》、

《花橋榮記》、《最後的貴族》這三部白先勇小說所改編的電影都比原著強調 1949 

年的戰爭與離散場面，運用影像媒介特質強化視覺效果，以彰顯戲劇衝突。她更

別據洞見地指出，《青春蝴蝶孤戀花》中的女性角色都有象徵意涵，雲芳成為外

省族群心理狀態的代表，且因職業身份和女同性戀的情慾傾向更顯邊緣，而五寶

象徵上海繁華轉瞬即逝，娟娟則代表臺灣坎坷受制的命運8，隱約點出了劇中女同

志、女性的國族寓言傾向。唯其認為雲芳最終的女同志家園夢想斷滅，筆者則認

為雖雲芳的女同志之家因著友伴的離世、瘋狂而未竟全功，但其個人在台灣落地

生根的想望則已經完成，也因著愛上娟娟而對過往不似其他《台北人》的角色那

般執著，實有重生的意義。 

    吳孟翰研究 1985 年林清介版和 2005 年曹瑞原版對於〈孤戀花〉的電影改編，

文中批判了林清介版的《孤戀花》在商業考量下，呼應當時充滿犯罪、性、暴力

的電影風潮，大量暴露女體；而曹瑞原版的《孤戀花》則能深化原著中的女同志

主體，回到「人」的層次，而不再是被消費凝視的客體。而筆者的《孤戀花》電

視劇研究乃分析 16 集的影集與原著的差異，認為電視劇對上海都會色彩的強調、

視角和情欲再現模式的轉變，演繹了一場「上海──台北」間的「雙城記」。9 

    而馬嘉蘭（Fran Martin）在《頻頻回首：當代華人文化與女同性情慾想像》

（Backward Glan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一書中分析華語小說、電視劇、電影中所再現的女女愛戀敘事及意識

形態，指出華語女同志文本多以「回望」的「記憶/紀念模式」作為再現模式。而

由程青松主編、范坡坡主筆的《關不住的春光：華語同志電影 20 年》、陳明珠、

黃勻祺《台灣女導演研究 2000-2010──她‧劇情片‧談話錄》、社團法人女性影

像學會所編《女性‧影像‧書：從女性影展看女性影像之再現》收錄了多篇女同

志電影導演的訪談、文章，對本研究也具有參考價值。10 

                                                      
7
王君琦〈在影史邊緣漫舞︰重探《女子學校》、《孽子》、《失聲畫眉》〉，《文化研究》第 20 期（2015.3），

頁 11-52。 
8
 莊宜文〈白先勇小說改編電影中的 1949 年和離散經驗：以《最後的貴族》、《花橋榮記》和《青

春蝴蝶孤戀花》為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4 期（2013.4），頁 87。 
9
 吳孟翰〈論〈孤戀花〉改編電影中的女性形象轉變〉，《文化研究雙月報》148 期（2015.7）、曾

秀萍〈從「台北人」到「雙城記」：《孤戀花》的城市再現、性別政治與家園想像〉，輔仁大學藝

術學院編《第五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表演與視覺藝術領域中的漢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

2007，頁 133-153。 
10
 程青松主編《關不住的春光：華語同志電影 20 年》，台北：八旗文化，2012。陳明珠、黃勻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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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台灣的女同志電影研究仍然有限，且集中在少數

導演與作品上，雖對女同志情慾與 T 婆文化有所探討，但對於女同志電影系統性

的研究、比較性的視野，與底層、鄉土空間等研究仍有待加強。而有關於本土語

言與女同志族群、族裔、省籍的討論幾乎付諸闕如，這些均是本研究想開展的面

向。 

（二）台灣同志紀錄片研究 

    由於本計畫將研究《我和我的 T 媽媽》、《日常對話》兩部再現底層女同志生

活的紀錄片，因而在此將同志紀錄片相關研究納入文獻回顧的範疇。相較於電影

研究，同志紀錄片的研究又更少，僅有幾篇論文，而其中所討論的影片則以周美

玲、陳俊志、陳素香導演所拍攝的同志紀錄片為主。 

    邱貴芬在〈絕地邊境尋找出口：「私角落」的紀錄美學〉和〈紀錄片/奇觀/文

化異質：以《蘭嶼觀點》與《私角落》為例〉兩篇文章中，以胡台麗的《蘭嶼觀

點》周美玲的女同志紀錄片《私角落》為例，分析在主流漢人異性戀男性文化中，

弱勢族群的紀錄片如何進行異質文化的展演，並藉此翻轉、辯證觀看者與被看者

的權力關係。11而郭力昕和李淑君則對陳素香拍攝的菲籍女同志移工，抗議台灣

移工政策的紀錄片《T 婆工廠》進行分析。郭力昕透過此片批評主流同志論述多

侷限在中產情調裡，缺乏足夠的階級與族群內容。而《T 婆工廠》的啟發性在於

讓人重新反省同志「認同政治」的侷限和「情境說」的輕率無理。12李淑君在〈液

態之愛：從《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中指出，這些女性移工

在脫離了母國進入全球勞動生產線的過程中，情慾有了「解疆域化」的可能。13 

    而筆者的研究〈驕傲現身下的負面情感：陳俊志「同志三部曲」紀錄片的幸

福政治及其反思〉，則透過對陳俊志的「同志三部曲」紀錄片──《美麗少年》

（1998）、《幸福備忘錄》（2003）、《無偶之家，往事之城》（2005），分析在同志運

動與論述常被忽略的負面情感，以及同志現身後的處境與困境，檢視不同同志主

體所面對的階級與資源問題。文中指出以驕傲論述為主的出櫃策略雖在早期同運

                                                      
《台灣女導演研究 2000-2010──她‧劇情片‧談話錄》（台北：秀威，2010）、社團法人女性影

像學會編《女性‧影像‧書：從女性影展看女性影像之再現》（台北：書林，2006）。 
11
 邱貴芬〈絕地邊境尋找出口：「私角落」的紀錄美學〉，《婦研縱橫》第 68 期（2003.10），頁 9-

17、〈紀錄片/奇觀/文化異質：以《蘭嶼觀點》與《私角落》為例〉，《中外文學》第 383 期（2004.4），

頁 123-140。 
12
 郭力昕〈移工同志情慾的政治化：陳素香《T 婆工廠》〉，《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

政治》（台北：麥田，2014），頁 141。 
13
 李淑君〈液態之愛：從《T 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世新人文社會學報》，第

十三期，頁 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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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重要角色，卻也導致「強迫幸福政治」的危險，同志在以陽光形象發聲的

背後，其負面情感不易被正視，如何面對並處理各種負面情感與運動傷害，思考

更複雜的情感政治與倫理關係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此外，文中也指出「同志三

部曲」蘊含了同志現身的多元模式與曖昧空間，拓展了同志家庭與（擬）親屬關

係的另類想像，展現台灣同志文化的豐富性與異質性。14 

    從上述研究回顧可以發現，女同志紀錄片的研究在國內還猶如一片荒漠，因

而本計畫希望能進一步發展，為相關研究奠定基礎並持續開發新的研究課題。 

(三) 女同志文學研究：以《失聲畫眉》、〈孤戀花〉為主 

由於本計畫研究的女同志電影《失聲畫眉》、《青春蝴蝶孤戀花》為小說所改

編，因此將一併回顧相關的女同志文學研究。《失聲畫眉》為凌煙於 1990 年獲得

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的作品，然而其在早期並不受學界所重視，相關研究不多而

評價並不高，如王德威〈一鳴不驚人：評《失聲畫眉》〉、洪凌〈蕾絲與鞭子的

交歡〉各以敘事美學、性別政治等立場予以否定與批評。15而劉亮雅在〈邊緣發

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中，則對《失聲畫眉》是否可歸屬於同志小說感

到遲疑。16而楊翠的〈女性鄉土小說的歌仔戲書寫〉則認為知識份子在西化、現

代化的潮流中懷抱時間的鄉愁，因此企圖召喚沒落的「鄉土」，歌仔戲即是其一。

她認為凌煙所描繪的是一個沒落且複雜的「鄉土」，在現代性的消費文化商品邏

輯下與傳統的父權文化共謀；以其共利的操演策略，使女性身體／心理不僅未能

脫出傳統的制約，反而更形物化、異化，成為男性慾望觀想的客體。17 

最早給予《失聲畫眉》積極肯定學者是邱貴芬，她在〈女性的「鄉土想像」：

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中認為在台灣本土意識興起的過程中，鄉土/土地

其實在國家敘述和身分認同過程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女性鄉土小說蘊含了另類

鄉土想像空間。18而筆者的研究論文〈鄉土女同志的現身與失聲：《失聲畫眉》的

                                                      
14
 曾秀萍〈驕傲現身下的負面情感：陳俊志「同志三部曲」紀錄片的幸福政治及其反思〉，《臺灣

文學研究學報》第 23 期（2016.10），頁 69-103。 
15
 王德威〈一鳴不驚人：評《失聲畫眉》〉，王德威《閱讀當代小說：臺灣．大陸．香港．海外》

（台北：遠流，1991）、洪凌〈蕾絲與鞭子的交歡〉收於林水福、林燿德編《蕾絲與鞭子的交歡

──當代台灣情色文學論》（台北：時報，1997），頁 91-127。 
16
 劉亮雅〈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註 4，頁 108，劉亮雅《情色世紀末：小說、

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2001），頁 79-112。 
17
 楊翠〈女性鄉土小說的歌仔戲書寫〉，《東海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8.7），頁 253-282。 

18
 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台

北：遠流，1997），頁 74-103。鄧雅丹〈鄉下酷兒：《失聲畫眉》的性∕別再現政治〉，《文化研究

月報》第 49 期（2005 年 8 月）、鄧雅丹〈藉由《失聲畫眉》特殊的性別論述主題：反思『鄉土閱

讀 』 的 另 種 可 能 〉 ， 中 央 大 學 性 別 研 究 室 「 性 別 閱 讀 」 ：

http://sex.ncu.edu.tw/course/liou/4_Papers/Paper_08.html)，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2 日、鄧雅丹《《失

聲畫眉》研究：鄉下酷兒的再現與閱讀政治》（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http://sex.ncu.edu.tw/course/liou/4_Papers/Paper_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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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志再現、鄉土想像與性別政治〉，探討原著小說所引發的爭議，分析小說如

何陷入「失聲」的狀態，並藉由文本的重新閱讀，讓被壓抑的底層鄉土女同志身

影得以被看見與理解。文中肯認《失聲畫眉》與鄉土論述交鋒的時代意義，闡明

其在台灣同志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反省同志認同政治與主流文學批評中美學

政治，分析小說中的鄉土女同志有別於都會酷兒菁英的另類性身分操演和實踐，

如何豐富同志文學、酷兒論述的內涵，拓展鄉土與國族的想像與思考。張雙英也

認為《失聲畫眉》乃以女同志生活來凸顯底層階級的困境。19 

而有關白先勇短篇小說〈孤戀花〉的討論，最早的當屬歐陽子的評論〈〈孤

戀花〉的幽深曖昧含義與作者的表現技巧〉，當時她便極為細膩地指出其中的女

同性戀情愫，並將其歸諸「孽」的宿命論使然。而蒲彥光的論文則探討小說中的

本土、同志、瘋狂、暴力，與悲劇等主題。而筆者過去的研究〈流離愛欲與家國

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則探討白先勇

小說中的同志情慾與離散、家國認同的關係，文中指出〈孤戀花〉在《台北人》

及台灣女同志文學中均有獨特的地位，並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分析其中女同志主

體與台灣地方認同、家園認同的關係。20本計畫將在這些文學與電影的研究之上，

進行兩者的比較，尤其挖掘其對女同志形象、情慾再現上的差異，探討其如何透

過不同媒體，呈現女女關係所面臨的處境與困境，分析其幽微複雜的意識形態。 

 

三、研究方法：影像分析與文本研究 

    本計畫將以同志電影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其影像敘事策略、女同志形象、

情慾再現等課題，希望探討性別政治與社會身分、階級、種族等多重交匯的狀況

，因此將結合電影分析與理論應用，一方面突出台灣女同志電影的特殊性，另一

方面對台灣主流的同志運動、論述與相關議題進行反思，突出電影的獨特性與在

地脈絡。而部分影片如《失聲畫眉》、《青春蝴蝶孤戀花》等涉及文學改編，因

而也將以互文研究的方式，分析小說與影像的差異，並重視文本的脈絡式分析。 

四、 結果與討論 

目前本計畫已發表之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如下： 

                                                      
19
 曾秀萍〈鄉土女同志的現身與失聲：《失聲畫眉》的女同志再現、鄉土想像與性別政治〉，《淡

江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6.12），頁 1-35。張雙英〈試探凌煙《失聲畫眉》的深層意涵〉，張雙

英《西方視域下的──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台北：學生，2013 年），頁 315-340。 
20
 歐陽子〈〈孤戀花〉的幽深曖昧含義與作者的表現技巧〉，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研析與索隱》（台北：爾雅，1997），頁 153-176、蒲彥光〈白先勇《台北人‧孤戀花》主題試析〉，

《中國文學研究》第 20 期（2005.6），頁 319-352、曾秀萍〈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

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台灣文學學報》第 14 期（2009.6），頁 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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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秀萍，〈從「飄浪/失聲」到「成家」：台灣女同志電影中的民俗曲藝與性別政

治〉，「第三屆世界漢學論壇」，歐洲：德國維藤大學、法國巴黎，2019.8.24-

8.29。 

2.曾秀萍，〈《漂浪青春》中的鄉土女同志情慾與性別政治〉，「第 11 屆台灣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從牛車、漁火到青農返鄉：台灣農村的書寫、記憶與

文化變遷』」，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19.9.6-7。 

3.曾秀萍，〈底層漂浪與家園政治:台語女同志電影中的「新鄉 ╱舊土」〉，「朝向

台灣『新文學』:2019 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台灣文學學會、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19.10.19。     

    筆者在研究中認為這些電影非但展現了台灣特殊的女同志次文化與生態，也

展現了不同於校園、都會的女同志生活場景，主要分為兩類，兩類中也有所交集：

（1）遊走於江湖賣笑賣藝的女同志；（2）本土民俗與傳統曲藝中的女同志。以

下將論述這些女同志影像的內容與特質，並提出本計畫研究的相關主題與思考。 

    計畫中也探討不同於當代身份認同政治的非典型、非正典女同志主體，因而

題目中使用「同女」和「女同志」，既指稱具有身份認同的女同志，也涵蓋具有

女女同性情愫、情慾展現卻未必有同志身份認同的女性。本計畫藉由這些另類的

女女情慾關係（如：《失聲畫眉》、《青春蝴蝶孤戀花》、《日常對話》中所展現的

女女情慾）來探討這些「非正典」的同性情欲主體，一方面開拓同志研究的邊界，

另一方面則反思長期以來，以認同政治為主流的研究侷限。誠如紀大偉在《正面

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所主張的，「同志」一詞應打開狹義的範疇，讓

更多曖昧、模糊的想像得以進入論述之中，擴大相關思考。21本計畫認為這些非

正典、模糊曖昧的同志身影是在認同政治、出櫃策略的運動與論述風潮後，應該

被重新肯認與關注的同志歷史與珍貴資產。  

                                                      
21
 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台灣文學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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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8／2抵達阿姆斯特丹 

8／3參加荷蘭同志大遊行 

8／4 由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資產保存修復研究所培訓文物修護師韓克瑄導覽

「國家博物館」與紅燈區 

8／5 與陳玫妏（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亞洲研究博士、德國漢堡大學亞非

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進行交流，並參訪萊頓大學 

二、 研究成果 

在本計畫中，不少女同志影像人物與性產業、情色產業相關，而增進對於性產

業的了解，也有助於研究中，多元性別、性工作的理解。因此在本次的研究參

訪過程中，筆者訪查了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並參訪了當地的「性博物館」、「娼

妓博物館」、「紅燈區博物館」，了解阿姆斯特丹特殊的情色文化與性產業。而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131 -MY2 

計畫名稱 同女漂浪：台灣同志電影中的底層女同志再現與性別政治 

出國人員

姓名 
曾秀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出國時間 
108 年 8 月 2 日至 

 年 8 月 5 日 
出國地點 荷蘭─阿姆斯特丹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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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訪過程中，透過導覽的解說介紹，也了解到荷蘭紅燈區由於觀光客過多，

反而影響了實際上性工作者的營生，因此性工作在本區已漸趨沒落。許多過去

霓虹閃閃的櫥窗，如今多人去樓空。不過，阿姆斯特丹的多元文化，仍表現在

諸多地方，如其著名的運河同志大遊行上。 

 

三、 建議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荷蘭阿姆斯特丹同志大遊行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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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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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玫妏博士後研究員、韓克瑄文物修復師餐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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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9年 10 月 27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8／24-25於德國維藤大學（Witten  University）參與會議、聆

聽大會演講，並發表論文。 

  8／26-27  移至法國巴黎繼續研討會相關議程與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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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第三屆世界漢學論壇 

(英文) 3rd World Conference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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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這次我和其他幾位師友組成的論壇，是台灣唯一的一組發表

者，其餘多為歐美學者與中國學者，亦發顯示台灣學者參與此會

的重要性。 

    我們組成的論壇為：「華語文化的傳播與轉變：從電影到文

學、戲曲」論壇」，共發表四篇論文： 

1.曾秀萍〈台灣女同志 電影中的民俗曲藝與性別政治〉 

2.陳惠齡 〈台灣寺廟、詩僧與地景所體現的地方文化空間性 

3.林佳儀〈香港潮語片、潮劇團在泰國傳播之考察〉 

4.張俐璇 〈從反對到合作——1949 年後台灣「抗戰文學」書寫 

的變遷〉 

    四篇發表論文均相當受到講評人的肯定，也跟講評人、與會

學者進行諸多交流。但在會議中亦發現，專題演講講者的發言，

多較親中，對台灣相對不友善。因此，我們也曾多次發言，為台

灣發聲，並更正其不夠準確的觀點。 

    而大會主辦單位則對台灣相當友善，尤其本人發表完台灣女

同志電影相關論文後，與會者得知，台灣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志

婚姻專法的國家，紛紛前來道賀。可見多元性別相關議題在國外

發表時相當受到歡迎與重視，未來也可再多做相關研究與國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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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交流。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台灣女同志電影中的民俗曲藝與性別政治 

曾秀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摘要 

   同志/酷兒研究往往有重都市輕鄉土，重菁英輕底層，重認同輕日

常實踐，重男同志輕女同志，重西方論述觀點而輕本土視角的傾向；

而本研究將翻轉此研究現象，從幾部台灣本土的女同志電影與紀錄片

中，說明鄉土底層女同志文化與台灣常民文化的特殊性、重要性與關

連性，重探台灣與華語同志文化風貌。 

文中分析台灣第一部女同志電影《失聲畫眉》（江浪導演，1992），和

黃惠偵導演近年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的紀錄片《日常對話》（2016）

及其姊妹作《我和我的 T媽媽》（2016），探討這些電影如何透過台灣

民俗與戲曲，探討性別、情愛、認同與生死課題。研究中也將從鄉土

底層的觀點，探討影片中所展現的非都會景觀與酷兒生命樣態，從跨

語言、階級、世代、族裔、性/別的觀點，探討電影中特殊的婚家意涵，

一方面比較男、女同志在漢人習俗、父權家庭結構與現代法律制度下，

仍然存在的性別差異，突出其「男女有別」的部分與女同志的弱勢處

境。更進一步指出，影片中雖具有多元成家的可能性，卻也蘊藏了「毀

家廢婚」的基進性。希望以本土及底層觀點拓展台灣同志論述的方式

與資源，挖掘女同志文化的多元樣貌，突破目前以認同政治、都會中

產階級、知識菁英為主流的同志形象，拓展非都會的同志文化視野，

豐富華語女同志影像的樣貌。 
 

關鍵詞：同志電影、鄉土酷兒、女同志、同性戀文化、性別越界、歌仔戲、

牽亡 

四、 建議 

台灣未來可以有更多學術團隊組織論壇參與本會議，讓以歐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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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為主的「世界漢學論壇」也能有台灣充分發聲的機會。

而台灣 LGBTQ多元性別文化的發展，頗受國際學者關注，未來仍

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與研究，為台灣的國際發聲更盡一份心力。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手冊一份 

六、其他 

照片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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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回應聽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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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評人講評 

 

 

回應講評人評論、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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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次：陳惠齡老師論文發表 

 

 

同場次：陳惠齡老師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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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次：林佳儀老師論文發表 

 

 

同場次：林佳儀老師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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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次：張俐璇老師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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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評人綜合講評 

 

 

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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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合影 

 

 

與會學者交流、討論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曾秀萍 計畫編號：106-2410-H-003-131-MY2

計畫名稱：同女漂浪：台灣同志電影中的底層女同志再現與性別政治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2

1.〈《漂浪青春》中的鄉土女同志情慾
與性別政治〉，「第11屆台灣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從牛車、漁火到青農返
鄉：台灣農村的書寫、記憶與文化變遷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
系，2019.9.6-7。

2.〈底層漂浪與家園政治:台語女同志電
影中的「新鄉 ╱舊土」〉，「朝向台灣
『新文學』:2019 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
術研討會，台灣文學學會、國立清華大
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新竹：國立清
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9.10.19。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從「飄浪/失聲」到「成家」：台灣女
同志電影中的民俗曲藝與性別政治〉
，「第三屆世界漢學論壇」，歐洲：德
國維藤大學、法國巴黎，2019.8.24-
8.29。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1 師大台文所碩士生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