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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acebook 的插畫熱潮於近年興起，成就許多網路名人如 Ducan 及 H.H 先生

等，同時也有許多男同志插畫家孕育而生。各個男同志插畫家的風格皆有所不

同，存在著可愛到情色的多元呈現，描繪的人物或故事也各式各樣，不僅提供

男同志粉絲娛樂消遣，也讓同志文化多一種文化展現方式，就如同任何文化都

不會有性別或性向的限制。 

 然而男同志網路插畫雖在其社群中深獲喜愛，卻也常遭受檢舉，被視為是

情色裸露的傳播。然而情色並不能只以有色眼光看待，更遑論色情文本也有被

討論的價志，因此本研究關注情色在男同志插畫中的意義。同時過去已有同志

運用大眾文化現身於社會，並運用王路特性發聲讓同志議題更被注意的先例，

男同志網路插畫具備這些可能用意，因此本研究分析男同志網路插畫所再現社

群樣貌及探討其作為連結社會的呈現方式。 

 本研究以四個以男同志為主體、以圖文創作為主要插畫且較有人氣的男同

志插畫家粉絲頁為研究對象，分別為「天菜與小餿水」、「語不驚人毛不休」、

「假文青 蓋時尚」及「桃色壞男孩」，並透過參與觀察及文化研究分析之。研

究發現這些男同志主體插畫存在「惡」趣與發「畫」兩大項。「惡」趣所指的是

這些插畫不僅具有趣味，也同時有諷刺的意味，「惡」的意思接近於英文的

Satire 及 Kuso 兩字的融合。發「畫」所指的是以插畫來發聲，用插畫來為同志

平反來自社會誤解及恐同人士的攻擊。 

「惡」趣主要圍繞在男同志社群的問題與議題的再現，分為「展演社交與

外型要求」、「情愛關係與性互動」及「友誼建立與家庭關係」。插畫家再現出男

同志對於外型要求，為強調陽剛的限制，不僅影響男同志在社群媒體或手機交

友軟體的展演，也影響了其社交互動，同時情愛關係及性互動也隨之被影響。

然而男同志仍夢想穩定關係，在愛情取得不易的情況下，轉向友誼建立，插畫

家也再現出友誼間的趣味。即便有愛情友情的發展，家庭關係仍是男同志最難

 



 
 

面對的議題，這無奈也經插畫家描繪而出。 

發「畫」則是男同志插畫參與連結社會的方式，分為「認識同志多元」、

「反擊恐同人士及言論」、「社會行動響應呼籲」及「政治時事諷刺」。由社會中

仍對同志有刻板印象，因此插畫家們也透過圖文創作提供更多元的認識。但社

會中對同志的誤解從未少過，甚至出現許多對言論攻擊的人士，插畫家不願同

志受迫，因此也以插畫一一反擊。而面對重大的社會行動如同志遊行或投票

等，插畫家也會以創作響應，甚至對於政府的失職，會加以諷刺。 

男同志插畫中的情色/色情元素確實存在，但它可以是再現男同志性生活並

使之自然畫，藉以諷刺社會對同志性限制的「惡」趣，也可是讓有政治意味的

插畫更具吸引力並增加張力的發「畫」。同時插畫中性的討論，也並非強調性交

過程，而是論述其他議題如性完後的轉變。而「性」也變成插畫家的一種操作

方式，不僅 Facebook 的使用限制使他們須另找平台設立外站，同時外站也以密

碼限制讓插畫難以取得，唯有同時涉入粉絲頁才能獲知密碼，因此透過這樣的

操作，讓插畫家可以更有名成功。 

 在男同志插畫家再現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爭議與問題，像是描繪外貌

分類時所造成的傷害及無意中仍視陰柔為不良。但這些批評並未減低插畫家在

同志社群的地位，他們描繪出同志們所共鳴的生活故事，同時企圖引發自我省

思，並在重要時刻為同志發生，都讓插畫家成為現今新世代的指標性人物。此

外，插畫家的影響力也漸從同志社群，擴展到異性戀社會，而這也表示同志議

題及文化將更加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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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new celebrity appealing on Facebook due to the upsurge of 

webcomics such as Duncan and Mr. H.H, and there are some gay illustrators as well. 

These gay illustrators only provide amusement for their community, but also make 

gay culture has another way to show, just like there is no restriction in culture.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community the gay illustrators represent and the way 

they connect the society, and focus the meaning of erotic elements in gay webcomics 

at the same time. Analyzing four gay webcomic fan pages which have popularity and 

diversity in their works and mostly use graphics with word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aspects: “kuso fun” and “status posting”. “Kuso fun” means these 

webcomics are not only funny but ironic, and “status posting” is posting graphics as 

speaking for the gay community.   

 

“Kuso fun” talks about issues like “performance and interaction with appearance 

demanding”, “romance and sex” and “friendship and family”, and “status posting’ 

talks about “gay diversity”, “anti-homophobia”, “activities calling” and “politic 

irony”. Moreover, Erotic elements exist in both “kuso fun” and “status posting”, and 

also used in issues developed from sex. However, erotic elements used by the 

illustrators become a tool for reputation at the same time. 

 

Besides, there are some controversy and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presentation, such as hurts from appearance separation and unconsciously taking 

feminine as bad. But the criticisms don’t lower down the reputation of these 

illustrators in gay community. Illustrators represent stories gay can resonate and try to 

arouse self-reflec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y speak for the community in crucial 

moment, so illustrators become an icon for young gay in this generation.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illustrator gradually extends from the gay community to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so the public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gay culture and issu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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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你覺得觀看這些同志插畫是一種樂趣嗎？」老師問，我說：「不全然只是

好笑有趣」。「那你覺得是什麼？」老師又問，這個問題引發了我論文題目的制

定。「惡趣」，可見於佛教的用語，又稱惡道。佛教認為，人因犯惡業，因而在

輪迴中進入惡趣，承受痛苦而無法解脫。同時「惡趣」也是日本動漫用語，多

以「惡趣味」為說法，指不良嗜好、惡俗的興趣愛好，有時用以自謙，常用來

指沉迷於與自身社會地位、身分不大符合的興趣愛好，多見於同人動漫用語，

有時也暗指與同性戀相關的傾向。 

 本文研究題目中的「惡」趣，指的是在趣味之中，存在著反思反諷的意

味。「惡」為男同志插畫家在嘲諷挖苦其所見所聞或批判挑戰某些議題現象，意

義近似於英文的「kuso」或甚至是「satire」，因此本研究將「惡」趣的英文翻

譯為 Kuso Fun，代表這些男同志主體插畫既引人發笑，但也發人省思。而發

「畫」則代表男同志插畫家在 Facebook 粉絲頁的行為，以主動發表「插畫」來

代替「言論」，以圖代字也別於傳統的話語評論，成為插畫家們共同的特色。本

研究重新定義並新創出「惡」趣與發「畫」兩個用語，以作為本文研究重點，

而後續也會進行更完整詳細的解說。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由於 Facebook 的興盛，越來越多素人從中發跡，也紛紛成立粉絲專

頁，成為網路名人。約從 2011 年開始，有一群插畫家開始成為 Facebook 新興

的焦點。其中，也有一群男同志插畫家紛紛成立粉絲頁，分享與自身興趣相關

的創作。其中男同志插畫家杜克、Hank、謝岡寶、查德、毛兒及塔克等人，更

在 2012 年的 11 月到 12 月開了聯合畫展。這六位插畫家雖同以電腦圖繪為主，

但各有不同的風格變化，例如「平面設計出身的杜克擅長以柔和的色調呈現男

性軀體，謝岡寶則以天菜為主題，將人物以日本動漫的畫風呈現，毛兒除了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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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還呈現當下的情境，塔克喜歡畫毛茸茸的熊（是真的熊），而查德則非常重視

細節，刻畫背景和人物的線條（文皓，2012 年 11 月 16 日）。」 

 除了上述六位外，也有其他男同志插畫家成立粉絲頁分享創作，例如從同

志論壇起家的洋蔥、2013 年開始後的後起之秀─假文青及 2014 年與毛兒聯展的

李大桃及大雄，其中謝岡寶、毛兒、假文青及李大桃的創作是以圖文並重的插

畫或四格漫畫為主，其他人皆以單篇圖畫且文字少居多。以單圖為主的插畫家

中，塔克與 Hank 的創作皆與同志無關，屬個人興趣創作（圖 1-1）。而其他單

圖插畫家的特色之一為人物常衣不蔽體，且洋蔥、查德及大雄都隱含色情元

素，而洋蔥（圖 1-2）是將 Facebook 粉絲頁當作宣傳管道，再另外販售漫畫作

品。查德創作（圖 1-3）以熊族大叔為主，同時宣傳雜誌作品，而大雄的粉絲頁

（圖 1-4）則以精肉男為主打，並將色情漫畫創作設置在外站。杜克則是較可愛

風，且因與同志活動合作，因此較廣為人知（圖 1-5）。 

圖 1-1 Hank 插畫作品 

 

資料來源：Hank 粉絲頁「Super Bull/

超級牛會畫畫」 

圖 1-2 洋蔥漫畫作品 

 

資料來源：洋蔥粉絲頁「哨馬高中部爭

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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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查德插畫作品 

 
資料來源：查德粉絲頁「桔畫冊」 

圖 1-4 大雄漫畫作品 

資料來源：大雄粉絲頁「性感大雄」 

圖 1-5 杜克插畫作品 

 

資料來源：杜克粉絲頁「鮪魚空間 Toro's space」 

以圖文並重為主的四位插畫家，故事主體多數以男同志為主體，偶有女性

腳色，其創作主題大致可分為生活經歷、現實社交經驗、網路社群或手機交

友、伴侶故事及社會議題，而各自又有不同畫風及敘事特色。謝岡寶於 2011 年

11 月便成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天菜與小餿水」（早期為 Beau）（圖 1-6），屬

於男同志插畫家中的成立專頁先進者。其粉絲頁故事內容主要描繪天菜（長相

較優）與小餿水（長相較差）因外貌而遭受到的差別待遇。謝岡寶將自己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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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觀察融入創作，除了「天菜與小餿水」的故事外，也有少數較政治時事性

及較男同志情色的創作，因此成立至今吸引不少粉絲。 

圖 1-6 「天菜與小餿水」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毛兒在 2013 年 10 月成立粉絲專頁「語不驚人毛不休」（圖 1-7），插畫主角

人物為熊族（圓臉、蓄鬍及肉狀）男同志，藉以吸引同志群族，並以同志生活

周遭的小故事作為創作題材，引起同志共鳴。對毛兒而言，創作能發人省思是

重要的，希望透過創作，讓大家正視這些同志議題。「毛兒不論是描繪出許圈內

的幽默、圈外的誤解、或甚至是許多異性戀與同性戀的矛盾、以及許多恐同人

士的奇異景象等等，都讓這些事情在顯得幽默諷刺的同時，又可以坐下來好好

辯論與認真討論一番（酷編，2015 年 08 月）。」 

圖 1-7 「語不驚人毛不休」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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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文青雖然在 2014 年 1 月才成立粉絲專頁「假文青 蓋時尚」（圖 1-8），但

因受邀參與 2014 年 7 月 16 日，電視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的「揭開爆紅部落

客的神秘面紗？！」的主題分享，因此打響知名度，粉絲人數累積至今已近十

萬。插畫故事內容以同志生活生態或同志圈現象為題材，插畫人物多為裸露且

題材亦較為情色，但同時也有針對時事的創作。「一張圖道盡了同志們在網路尋

愛的苦辣酸甜，也因為他的圖文，讓我們意識到身為同志生活有各種的不便，

卻也因此孕育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小世界』（酷編，2014 年 09 月）。」 

圖 1-8 「假文青 蓋時尚」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李大桃則是在 2014 年 5 月成立粉絲專頁「桃色壞男孩」（圖 1-9），相較於

另外三位插畫家，李大桃的創作主題較為單一，主要以男同志情侶的生活瑣事

為主。故事皆以桃弟及大桃兩位主角的互動為發想，以提供網友們窺探男同志

情侶生活的管道作為創作方式，開創另一種獨特的故事風格。另外假文青及李

大桃在粉絲頁上的創作，都偶爾帶有色情暗示，但在 Facebook 粉絲頁上只能點

到為止，因此也會有將完整裸露色情的創作放置外站如 Tumblr 或個人部落格的

狀況，變成插畫家們躲避 Facebook 審查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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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及目的 

 男同志插畫家們將色情作品放置外站，主要根據 Facebook 使用條款其中一

項：「使用者發表內容不得含有鼓吹仇恨、威脅、色情、煽動暴力或露點或血腥

暴力傾向」。而六位男同志插畫家在 2012 年合開的聯合畫展，主題是以「不要

再檢舉我了，我們要開畫展了」，也是因為六位同志插畫家常會被其他

Facebook 使用者檢舉。參展者之一的塔克便表示，「台灣本土的同志漫畫不論

是作品數量或畫家數量都十分稀少，甚至會遭受惡性檢舉，即使圖片本身沒有

跨越任何限制級的界線（文皓，2012 年 11 月）。」 

 同樣以同志為主題來創作的藝術家 Raphael Perez，就曾表示自己的畫作遊

走於藝術與色情的邊緣，屬於描繪日常生活當中的親密關係與其所表達的情

感。雖然作品大多充滿著男性裸體，但繪畫的主題是同志家庭及情侶間的日常

生活景象，而非聚焦在同志的性愛關係當中（白志仁，2012 年 11 月 24 日）。

甯應斌（2008）則認為，即使是色情，其文本意義也有著歷史、社會、文化、

政治、教育、藝術及治療等方面的評價。因此這引起我的關注，想了解在男同

志插畫家的圖文創作中，即便有性愛成分在，或被歸類為色情文本，是否都不

應該只以色情觀看，而是去探討其所反映出的同志社群生態，並省思圖畫背後

所包含的意義或問題呢？ 

圖 1-9 「桃色壞男孩」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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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許多人而言，新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 及 YouTube 等提供與更多人連

結的機會，以及強化關係與更多連結的管道（Baym,2010）。對同志群族而言亦

是如此，男同志藉由 Facebook 特性及搭配插畫熱潮，創造出屬於男同志的小天

地，一方面彼此互相交流，另一方面也讓同志有被看見的可能。 

早在 1996 年，由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簡稱同陣）所舉行的「同志票選十大

夢中情人」活動，成為台灣同志第一次大規模地以挪用主流文化來達到成功的

「現身」。而在同志運動經歷十幾年發展到現在，也不難發現台灣的同志議題以

「文學」、「運動」、「戲劇」、「電影」等可見的視覺形式，在主流異性戀文化霸

權中現身時，就可以感受到同志議題逐漸浮現於公領域之中（羅敬堯，2005）。 

 導演周美玲就曾在受訪時表示，「電影就可以是一種社會教育，可以用電影

進行「軟性對抗」，以藝術創作洗刷同志汙名，改變社會過去對同志的偏見與不

了解（游婉琪，2011 年 06 月 06 日）。」因此我不禁要問，如果同志可以透過

主流文化的挪用，以文學、戲劇或電影等形式來作為一種社會教育，那同志插

畫家在 Facebook 分享圖文創作，是否也是一種主流文化的挪用並反映出同志生

活呢？反映出的是怎樣的同志生態？是否有助於社會大眾了解同志？ 

 近年來，同志相關議題也藉由網路而發散，例如在 2015 年 6 月 26 日美國

最高法院裁定同志婚姻全美合法之際，Facebook 推出彩虹濾鏡大頭照的服務，

只要簡單步驟即可換上彩虹，表達對婚姻平權的支持，推出後一小時，便有百

萬人加入行動，而傳播與社會學者也認為這種表態文化，是具有高度研究意義

的（廖漢原，2015 年 06 月 30 日）。同志透過網路讓大眾注意早已不是新鮮

事，本研究後續將提出相關的文獻論證，那麼男同志透過網路插畫創作，形成

了怎樣的社會連結或社會參與介入？ 

 男同志插畫家們開始在 Facebook 成立粉絲頁分享創作，提供給男同志們樂

趣，雖然廣受男同志們喜愛，但也會遭受檢舉這類惡意攻擊；即便如此，男同

志插畫家們仍努力創作，來連結彼此的生活經驗，藉此讓男同志能有所共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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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慰藉，並同時能省思自我，進而讓外界更了解同志生活，而非只是一般消遣

娛樂，更顯男同志主體插畫的價值。因此本研究在乎有色情成分的插畫中使用

「性」元素的用意、圖文創作所再現的同志生活是怎樣的形式，及男同志插畫

作為回應社會的方式，都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方向，也是本研究的動機所在。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 

（一）分析男同志插畫家透過圖文創作所再現的同志生活樣貌。 

（二）論述男同志插畫家以圖文創作為參與社會議題之可能及方式。 

（三）探討情色/色情在男同志主體插畫中之運用與意義。 

三、網路插畫家及其創作之脈絡及定義 

 網路插畫家從最早的 MSN 即時通訊時代就已開啟，當時沒用插畫家的表

情符號就是落伍，像是彎彎的表情符號便是大家的共同記憶。而無名小站部落

格的出現也讓網路插畫家多了一個平台，演進至今，Facebook、Instagram 及

Twitter 等社群成了網路傳遞訊息的主要平台，因此 Facebook 的插畫家取代過去

網路插畫家，變成現今的新興網路名人（凱絡媒體，2014 年 08 月 20 日）。 

 然而早期使用部落格為創作與分享平台的網路插畫家，是將文字的敘述轉

化為圖片的描繪，因此作品中有分鏡設計，並搭配文字輔助後，成為一篇有起

承轉合及先後順序的豐富圖文。在風格設計及用色搭配上，較常使用柔和及暖

色系的配色，整篇圖文較可愛溫馨，帶點俏皮趣味。相對而言，新興的

Facebook 網路插畫家，則是以簡單俐落的畫風為主，故事簡單扼要，不會大篇

幅地鋪成，甚至直接諷刺時事或社會現象來達到發洩效果，也使網友容易投射

自我情感（凱絡媒體，2014 年 08 月 20 日）。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點在於，只要使用者點閱「追蹤」，便會讓網路插畫

家變成自己虛擬社交生活的常客，也可成為朋友間的話題。且粉絲頁互動性較

高，網友較能參與其中（凱絡媒體，2014 年 08 月 20 日）。另外插畫家常以諷

刺口吻去闡述新聞事件，或以搞笑風格去詮釋生活的人事物。因此大眾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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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的過程中，抒發生活壓力且排解負面情緒。同插畫家們各個風格獨特，也

會有不同的目標族群，但總能引起許多讀者的共鳴和反映他們的心聲，因此深

獲大眾的喜愛（陳珮容，2014 年 09 月 26 日）。 

 根據資策會所統計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台灣網路知名人物前十名排行，第

一名便是插畫家 Duncan（圖 1-10）。且除 Duncan 外，插畫家就佔據了不少名

額，其中包含 H.H 先生（圖 1-11）及 Cherng（圖 1-12）等等知名插畫家，凸顯

現今網路插畫當道（王子寧，2015 年 01 月 12 日）。根據 Polloster 波事特線上

調查網（2014 年 09 月 21 日）針對插畫家接觸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在 1459

位民眾中，有近半數民眾曾接觸過網路插畫家的創作發文。透過大量轉貼分

享，網路插畫家們已成為目前 Facebook 使用者的最大獲益贏家。 

圖 1-10 「Ducan」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Duncan」粉絲頁 

圖 1-11「H.H 先生」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H.H 先生」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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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Cherng」封面圖片 

 
資料來源：「Cherng」粉絲頁 

 曾在 2004 年為蔡康永的書《那些男孩教我的事》繪畫男孩們的插畫家太陽

臉，可說是未進入網路時代前較知名的男同志插畫家。雖然他在 2014 年也成立

粉絲專頁，但在時間上仍後於前述的男同志插畫家們。因此 Facebook 的出現，

無疑是提供每個人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對同志而言，不僅增加展演自我的平

台，也增加連結同伴的管道機會（Cooper & Dzara）。 

對男同志插畫家而言，Facebook 不僅成為他們分享創作的平台，也成為他

們觀察的對象，觀察男同志們如何展演自我或彼此的互動情況，並一一再現出

來。再加上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科技興起，紛紛出現許多同志交友軟體，提供男

同志們有別以往的社交方式，卻也成為男同志插畫家們筆下產物的靈感來源。 

由於 Facebook 的圖文創作為新興現象，因此難以以單一名詞定義來統稱這

些創作家及作品。以圖文創作中最常見的「插畫」及「漫畫」的定義來說，都

可以呼應這種 Facebook 新興圖文創作。根據過去文獻整理，可發現「插畫」的

定義為：偏重以手繪方式，且具有特殊傳達意義，為文字外的視覺化造型符

號，通常與文字同時出現（何耀宗，1974；殷聖媚，2010）。 

 另外綜合過去文獻的定義，「漫畫」的定義可歸納為：一種用簡單的圖像線

條組合而成，並透過誇張變形的呈現方式，傳達含有諷刺、幽默或教育意義的

圖畫，可令人有所思考並會心一笑（中文百科大辭典，1987；洪德麟，1996；

蕭湘文，2002）。且由於創作的形式以單幅插畫或四格漫畫居多，因此本研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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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以針對「插畫」或「漫畫」為文獻探討之依據，但仍以新聞媒體常用的

「插畫家」來統稱作者，並以較中性廣泛的「圖文創作」及常用的「插畫」來

稱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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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探討網路及 Facebook 與同志

的關聯性，希望透過探討同志如何運用網路及 Facebook，來延伸出男同志插畫

家在 Facebook 的圖文創作為怎樣形式的網路運用，並探討作為社會公眾參與的

可能。第二部分探討插畫/漫畫的可能性，從過去文獻探討插畫或漫畫所擁有的

意義，來作為網路插畫所可能反應的面相及所具有的功能，同時作為分析網路

圖文創作的基礎。 

一、同志於網路及 Facebook 之運用 

 過去台灣國內探討網路與同志的相關研究論文可說是數量不小，以全國碩

博士論文網及華藝線上圖書館，並以「同志」及「網路」作為關鍵字搜尋，可

約找到一百多篇文獻，可見網路成為同志生活一大利器。由於網路的特性，讓

同志可以在安全且自由的情況下，任意穿梭交涉。 

 Cooper（1998）曾提出，網路具有三個令使用者著迷的特性：1.便利性：

指網路隨手可得，在任何場域都可輕易登入；2.可負擔性：由於網際網路不需

店面的成本，且資源取得免費，因而造就使用者維持使用網路；3.匿名性：網

路能讓使用者暫時免於真實身分的曝光，因而增進更自由的言論以及個 人自我

揭露的可能。因為不用擔心曝光且容易進入負擔低的特性，便成為同志喜歡使

用網路的理由。 

 另外 Jones（1999）網路具有去時間性、跨地域性、即時互動性、匿名性與

虛擬實境等特色，使用者不但能以匿名的方式搜尋資料，也能夠自由創作與傳

佈訊息，同時也能夠進入各個討論區進行意見的交流。另外使用者也能夠藉此

形成網路社群，讓使用者打破有形的地理區域限制，自由的參與社群中的討論

活動（轉引自黃啟龍，2002，頁 90）。就因為種種益處，因此網路因而成為同

志處理認同、談判交涉與社會公共參與的最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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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Facebook 與同志認同建構及展現 

 同志自我認同約莫可分為三個階段：感受期、察覺困惑期及接受期。由於

同志對於自我身分不被他人接受感到害怕，自我認同過程難以與父母朋友討

論，因此在同志自我認同困惑的階段，網路便成為同志尋求解惑的最佳管道

（Newman & Muzzonigr, 1993，轉引自陳建銘，2013，頁 17-18）。另外黃厚銘

（2002）也在研究中指出，「認同」是經過自我探索，及與他人親密關係的連結

過程中而產生。但同志此過程中，很難在現實生活中與他人有親密關係連結，

但由於網路的特性，讓同志可以從中與他人產生共鳴，進而得到自我認同。 

 另外林信亨（2008）指出那些對於性傾向不清楚或感到困惑的同志，可透

過上網來當作試驗，加以確定他們的身分認同。而邱偉淳（2012）也提出同志

利用網路不僅可以得到相關資訊，也可以了解自我。因此網路對於同志在自我

認同過程，不僅可以同志提供資訊，讓他們可以更了解自我，更可以幫助確認

同志們的性別認同。 

 同志在網路上獲得支持，進而可影響其真實生活的自我肯定。Turkle 

（1995）認為，在使用網際網路的過程中，藉由螢幕上線上線下的視窗切換，

其實延伸了使用者現實中的身分經驗，而並非為切割的獨立個體；同時 Turkle

更進一步指出：「電腦上的身分就是各個身分的總和」。網路上個人的所有呈

現，包含稱呼、圖像及文字表達，都能讓個人取得多元的觀點，而個人在接觸

這些多元自我後，因而能取得自我認同（轉引自陳柏程，2008，頁 17）。 

 Facebook 做為現今最大的社群網站，提供同志一個身分展現的機會。

Pempek（2009）提出在 Facebook“關於我”這個部分是常被選來做為身分的表

述，在這個部分會有使用者趣事或喜歡的圖片網站連結，也可能有自己的宗教

及政治觀點。同志使用者常加入有同志社群團體，並變成他們檔案的一部分。

此外同志使用者可能藉由同志新聞事件、社會或政治活動資訊或死同志受眾有

興趣主題有關的新鮮事來尋求建構一個出櫃的同志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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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同志也會在 Facebook 選擇要給多少人知道多少資訊，詮釋別人的反應

並依照他人回應來決定是否給更多資訊（Cooper & Dzara, 2010）。而網路媒體

如 Skype 這種非面對面的揭露自己性向，提供一種非連結性的解脫，且這個解

脫是雙重的：第一，因為談話的時間限制，因此雙方不需要在同一個空間分享

尷尬的感覺，同志也可以在對話後喘口氣，並讓自己的身體從這個情緒的過程

回復。第二，網路媒體接觸是足夠的呈現，可以避免往後日子可能遭受的麻煩

（Taylor, Falconer & Dzara, 2014）。 

 從上述文獻可知，同志運用網路及社群媒體，尋找資源理解自我認同，並

從交流互動建構認同中，獲得支持肯定。再透過網路，揭露自我認同之身分。

然而在網路揭露的過程中，同志也會面臨挑戰與衝突，因此網路也為同志與自

我及群眾交涉談判的場域。 

（二）網路/Facebook 作為同志交涉談判場域 

 由於每個人都呈現多重身分，從手足子女到同學同事，因此一個人在使用

Facebook 時呈現自我時會有身分的影響。同志可會遭遇家人想加入他們好友的

狀況，對同志而言，身分的談判是更關鍵，甚至是更冒險的（Cooper & Dzara, 

2010）。因此同志在網路上決定呈現多少，呈現什麼，更是需要進行交涉談判，

而最終的網路呈現，便是交涉談判的結果。 

 在 Taylor 等人（2014）的研究中，其受訪者的身分認同為基督徒及同志，

因此他們的 Facebook 資料變得相當重要。許多參與者認為宗教觀點及感興趣對

象與照片及圖像有關聯，且與他們顯現的線上身分建構同等重要。Facebook 有

一個特色便是允許使用者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描述且表達自己的特色，因此

Facebook 資料的呈現是身分複雜交互作用結果。Taylor 等人（2014）便強調，

在使用者遭遇身分碰撞的困難及複雜，Facebook 及網路變成新的溝通重要空

間。也如同先前文獻所述，網路媒體的延遲性，讓使用者在網路上的交涉談判

後，呈現一個可被接受的網路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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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Lin（2007）曾指出，同志在網路上展演娘娘腔形象，也是一個網路

交涉談判的過程。他認為網路的同志娘娘腔展演，不僅是日常生活壓抑的解

放，也是經由不斷與其他使用者及網路科技交涉談判而建構，且與包含在內的

社會文化、精神及物質條件競爭。網路娘娘腔展現可被視為互動的多重進行過

程，也是多種權力關係的競爭，必須不斷在虛擬陰柔及現實陽剛中談判，只為

談判出一個多元、多變的娘娘腔身分及呈現。 

不僅在 Facebook，在其他網路媒體如 YouTube 也有相同情況。Alexander

與 Losh（2010）曾指出，對許多 LGBT YouTube 使用者而言，出櫃的時間是重

要的考量，其研究中的一位使用者就認為最佳時機是使用者完全獨立之時。由

於 YouTube 就沒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回覆影片，因此年輕同志就變成主動使

用者，並試圖經營一些網路身分而包括一個攝影技巧、編輯軟體及圍繞著其他

YouTube 影片的練習明確意識。像是他們知道敏感素材會引出敵意評論，所以

同志 YouTube 使用者放自己出櫃影片時，學習如何回覆評論，不論正反意見。

因此同志在 YouTube 的呈現，變成需要學習與群眾交涉談判，才能讓出櫃影片

獲得讚賞。 

 這些因網路而生的談判交涉過程，是同志要透過網路，展現出自己希望被

他人看到的一面，也呈現了同志透過網路，參與了同志發聲。不論是漸進式出

櫃，或多元樣貌呈現，都是為了讓社會看見同志，因此網路也成了同志參與推

動同志政治的管道。 

（三）網路/Facebook 作為同志社會參與管道 

 彭欣怡（2000）在其研究探討網路作為同志賦權的可能，她提到在研究中

的受訪使用者多數都認為網路是男同志的避難所，在異性戀霸權的壓抑下，男

同志可以透過網路抒發其因性傾向異同所遭受的壓抑，並從中尋找與其性傾向

相同的同類，並就由社群的集結發出其對於同志志向的革命觀感。因此我們可

以在網路上看到同志集結成社，甚至在網路上形成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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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2007）也指出，網路的娘娘腔表現，是在對抗異性戀、性別二分制、

生物決定論、異性戀陽剛霸權及義務同志陽剛的政權，透過這些反抗的隱含來

創造一個娘娘腔酷兒政治的時代。這個政治在於挑戰被道德、同質化及恐懼陰

柔的趨勢所刻劃的本土男同志議程，並指出在主流社會及同志社群的性別與性

的階級。這個政治要顛覆、模糊及侵犯性別與性的界線，並在此之中放置自己

的娘娘腔酷兒主體性。因此同志透過參與網路的娘娘腔展現，打破了性別二元

對立的界線，呈現了同志多元政治。 

 此外，任何人都可以在 Facebook 上針對自己所關心的議題製造一個話題

（cause）。他們會框架出這個話題的訊息，將訊息推廣到可能的同情者，並集

結支持或夥伴（members）。因此 Facebook 成為網絡及行動中史無前例的機會，

任何一個人製造話題，便能推廣並教育他人，藉由將議題直接帶給受眾，

Facebook 顛覆了社會改變的傳統路徑，並消滅了霸權的守門人（Cooper & 

Dzara, 2010）。因此 Facebook 成為同志影響社會的新利器。同志運用網絡集結

共識，形成力量，在運用其集體力量，在網路上形成影響，因此 Facebook 網路

變成賦予同志權利，以及爭取平權的最佳管道。 

 Stephanie Vie（2014）在其「In defense of “slacktivism”: 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 Facebook logo as digital activism」，探討人權運動（HRC）婚姻平等標

誌在 Facebook 上發揮效果之現象來說明。她發現即便是微小的圖像支持，也能

形成巨大的影響。在 HRC logo 案例中，許多人發現 HRC 的支持可以提供一個

對同志族群友善的表現，就有同志朋友說，每個粉紅大頭照都是他們每日所面

對歧視的溫暖均衡。 

 當網路行動從個人認同顯示移動到集體認同行動，就會影響在世界上有持

久的物質改變，雖然一開始只微小的改變，或許只是提高議題的意識，但提高

意識就是關鍵的第一步走向壯觀且持久的改變。網路的力量就在於他們能畫出

議題及值得我們感興趣的事件。HRC logo 說明了網路行動不僅是懶動主義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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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片刻，而是數位行動主義複雜網絡的一部分，且這包含了創造內容，傳輸且

混合訊息並能在下線後的行為有巨大影響。 

 因此網路提供同志形成同志政治的契機，也提供同志推動平權運動的管

道。透過網路的使用，同志參與了公眾議題的發響，並漸漸進入社會。當社會

逐漸重視到同志的聲音，便會產生改變對同志的態度。最終同志希望運用了虛

擬空間的力量，來漸漸影響了現實社會，並獲取平權的機會。 

（四）同志於網路及 Facebook 之延續及創新 

 因為網路的進步發展、快速普及與擁有的獨特性，因此同志將之當作是安

全地點，大家可以聚會、探討同性的吸引力、在情色資訊中尋找同性刺激、投

入同志政治活動中，以及探索出櫃過程（Burke, 2000；Lax, 2000；Sampson, 

1998；Tikkanen & Ross, 2000；轉引自林信亨，2008，頁 13-14)。  

 如同前述文獻所探討，同志可以在網路上獲取資源，了解自我認同，並從

中肯定自我。同時在交友網站上更是有許多的自我展現策略，也是對於如何展

現做交涉談判，就如同 Lin（2007）所提出的，在陽剛及陰柔間做徘徊。而這

種運用在 Facebook 更加鮮明，Facebook 用戶的連結分享及粉絲頁與社團的參

與，都可以是身分的建構及展現，更遑論無數的同志相關粉絲頁及社團，提供

了同志豐富的支持與交流資源。 

 在台灣，同志平權運動史與網路發展史，有著某種程度上的接合。在 1990

年代中期，行政院成立了「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一

個網路資訊社會的同時期，「同志工作坊」發起首度走上街頭，抗議當時涂醒哲

在其研究報告中醜化同志 。往後，每逢相關事件或活動發生之時，同志團體便

充份運用網路的傳播快速及跨時跨地的特性，將相關訊息傳送出去，號召各地

同志響應（林純德，2009）。 

 相較而言，現今同志透過網路及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展現、發聲及社運

操作，是更容易被所有社會大眾所知曉，也因此同志也更容易參與在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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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同志插畫家在 Facebook 發表圖文創作，也同時運用了現今最熱門的插畫

漫畫元素及 Facebook 的高度傳播連結性，也同樣容易被同志及大眾所接收。 

 呼應前述文獻，同志插畫家在 Facebook 的創作發表，可能就形同一般使用

者的身分展現，是以一種自我所認同的形象及形式，在表現同志的生活樣貌。

一方面讓同志使用者來連結彼此，另一方面讓異性戀使用者來認識同志文化。

在創作展現的同時，可能須經歷自我的交涉談判，來展現出中立的圖文創作。

也可能與觀看者們交涉談判，來保持圖文創作的客觀閱讀。 

 最後透過網路創作，來反映社會時事，同時號招同志朋友對平權運動及社

會議題的參與。這樣的網路式參與社會公眾，就如同 Vie（2014）所述，雖然

看似微小的網路行動，也有可能造成巨大影響，影響著現實行動。因此網路圖

文創作作為公共社會參與，是有可能漸漸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同志的觀感，並了

解到同志文化的親切性，打破異性戀與同志的隔閡。 

小結 

 由上述文獻可知，網路提供了同志許多益處，可以獲得自我認同並加以展

現，也可以透過網路進行自我談判或外界交涉，更可以影響異性戀社會對同志

議題的認識。因此男同志插畫家也運用了網路的特性及功能，發展出一套屬於

自身社群娛樂的方式，同時也透過網路，希望能將同志的世界，被更多人看

到，並一起同樂。 

Facebook 上的同志插畫家粉絲頁，也算是提供同志新的交流管道，透過彼

此對創作的互動，凝結共多共識及力量。雖然 Facebook 的男同志插畫家圖文創

作同時也企圖與社會大眾溝通，但若社會大眾只看表面形象，仍是會認為同志

圖文創作純屬同志閱讀。然而圖文創作所隱含的意義，可能是同志認同的展

現、可能是同志與大眾交涉談判的論述，也有可能是同志倡議爭權的發聲。同

時若能了解意涵，就可能在所謂異性戀社會中找到類似於同志創作的呼應。 

 圖文創作絕非只是表面形式，即便是同志的生活再現，也有其特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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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此本研究企圖從過去文獻中找尋圖文創作的意義延伸性。然而圖文創作

屬新興的名詞，其創作形式多為單圖插畫或四格漫畫形式，因此本研究從探討

插畫或漫畫意義的文獻中，整理出圖文創作的可能性。 

二、超越娛樂  漫畫/插畫的可能性 

 以圖像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漫畫，在 1990 年之前的台灣，是被歸類為教育程

度的兒童讀物，一直到 1990 年代漫畫逐漸建立起其文化資本與位置後，漫畫在

台灣才逐漸擺脫低俗幼稚的形象（李衣雲，2012）。漫畫絕非只是兒童的讀物，

也非低俗幼稚，反而從過去研究中，可以發現漫畫能表現出對社會中或生命中

的身分議題、與歷史或政治連結、甚至是一種經驗的開拓。 

（一） 漫畫/插畫與身分議題 

回顧過去文獻，發現不少研究會針對漫畫作品中所包含的身分議題進行探

討解釋。例如 Nicola Liscutin（2009）就曾指出《漫畫嫌韓流》這本漫畫所具有

的新國族主義認同。雖然《漫畫嫌韓流》的內容描述的是日韓雙方辯論社成員

辯論的過程，但透過強調日方角色的眼神及背景的操作，搭配描述日方理性、

知性且雄辯對比韓方角色的失控與歇斯底里，傳達日本比韓國優秀的事實。 

 Liscutin 認為這本漫畫不僅加速了反韓情節的散播，也在其中建構了新國族

主義的意念，而這個新國族主義的意念是要日本人以自我國族文化為榮並拒斥

韓國文化，同時也向留在日本的韓國人呼籲，將自己的國族認同傳向為日本而

非原生的韓國。因此《漫畫嫌韓流》不僅是描繪辯論社的爭辯過程，更呼籲了

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國族主義認同。 

 另外 Robin Lydenberg（2012）也研究了 Alison Bechdel 的漫畫作品"Fun 

Home: A Family Tragicomic"（簡稱 Fun Home）。他指出 Bechdel 在這個作品

中，透過描述自家住宅的裝修，反映出父親的認同衝突及自身的認同建構。對

Bechdel 而言，父親對於裝修的迷戀及對異性戀家庭建構的執著，反而暴露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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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對於自身同性戀傾向的掩飾。雖然父親對於性別界線積極維護，但 Bechdel

最終跨越界線，而與女同志身分出櫃，並與父親對自身同志傾向的壓抑形成對

比。因此《Fun Home》再現了自我認同過程中的矛盾掙扎與解脫。 

 而 William S. Armour（2010）也研究了田龜源五郎的 SM 漫畫，雖然這些

SM 漫畫中的男主角，都會因為被同性性侵而被剝奪掉其陽剛性。但 Armour 認

為男主角在接受同性性慾進而接受自身對同性的愛戀之後，便會獲得解脫。漫

畫男主角接受自身的慾望及認同自己同性愛身分創造出同志烏托邦，也就是健

美陽剛男也是同志一環，且是可欲求。這也反映出同志認同不僅存在於陰柔男

性，也可存在於陽剛男性。同時也打破大眾認為同志多半柔弱且是肛交受者，

而陽剛方為肛交施者的想像。 

 Wendy Willems（2011）則研究了辛巴威的報紙連環漫畫 Chikwama，他指

出這個漫畫的幽默並不在於對權力菁英的反抗，而是透過取笑自己的無權力及

面對自認為是不變體制的抗衡機制缺乏。這個漫畫所反映的是辛巴威平民的生

活，因此當讀者因漫畫與自我身分有所共鳴，也因漫畫進而擁抱自我身分，漫

畫便成為讀者用來對付周遭悲劇的力量。 

 因此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漫畫不僅可以賦予角色認同，也可能是作者自

身的認同，甚至反映讀者身分進而產生力量或影響讀者的認同，也證明了漫畫

與身分間的連結。在 Facebook 上的同志插畫漫畫，也是一種認同連結的可能，

連結著與自我認同為同志的讀者，也傳達了對於社會認同的渴望，而這部分也

將在本文中一一呈現。但除了連結身分，漫畫如何與歷史或政治聯結呢?本文將

接續探討。 

（二） 漫畫/插畫與歷史/政治 

 如同上述文獻，《漫畫嫌韓流》在描繪辯論社辯論的過程中，提倡了以「日

本」為主的新國族主義；除此之外，《漫畫嫌韓流》也連結了日本殖民韓國的歷

史及兩國間的矛盾政治關係（Nicola Liscutin，2009）。像是在日本現代化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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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道路及教育系統等在韓國不存在，表達了韓國之所以有今日成就也須歸功

日本的殖民統治。此漫畫透過主角的「歷史事實」描述，來增加以日為榮的意

識形態強調，成功融合了漫畫與歷史。 

 雖然日韓和平建交也有四五十年，但日韓兩國在竹島領土權上的爭議，仍

尚未解決。日本的「竹島日」設立，也引發韓國的反日情結，對比於日本對於

韓國影視文化的熱衷，形成強烈衝突。對於大眾媒體的親韓，《漫畫嫌韓流》似

乎成了解套解藥（Nicola Liscutin，2009）。因此漫畫本身，也呼應到日韓間的

矛盾政治關係是既友好又衝突，並從中主張反韓流的政治意識。 

 另外 William S. Armour（2010）也認為田龜源五郎在呈現 SM 情節時，也

連結到了二戰時期的歷史與政治情況。像是美軍高高在上的形象及必須愛國的

忠貞，都呈現出戰時日本的情況。且 Armour 認為侵犯者的霸權及受害者的失

勢，便增強了霸權陽剛性的勾引力，連結到戰時日本，便能理解對於霸權的渴

望，因此看似情色的 SM 漫畫背後，卻道出戰時日本對於權力的追求以及對於

性慾的壓抑與無奈。因此在同志 SM 漫畫中，也能連結歷史政治，傳達更深刻

的意涵。 

 Wendy Willems（2011）在其研究中也指出，連環漫畫 Chikwama 也強調了

媒體論述如何來反映政治緩慢入侵辛巴威平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加強了對待媒

體文本應該放在更廣大社會論述中看待的重要性。連環漫畫 Chikwama 不僅複

製了特定機構的意識形態，也反映了辛巴威平民如何在日常基礎上感受及解決

2000 年代的狀態及危機。因此這個漫畫中，連結了辛巴威的政治形態對平民生

活的影響性，也反映出社會的集權結構落差。 

 同時 BL（Boy's Love）漫畫中，也可能存在了政治意識。BL 類型近年來不

斷生產描述主角出櫃的漫畫及繪本，但同時也描繪出先行於當代日本社會的現

實，引導到同志個人的平權。BL 類型就像是一個持續的工作坊，追求並實驗著

同志友善社會及同志公民的個案研究。故事呈現了同志個人可在當代社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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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策略，來克服既存的歧視及負面刻板印象，呈現了未來可持續的行動主

義（Mizoguchi, 2010）。 

 最後 Hong-Chi Shiau（2013）去探討非政府組織（NGO）運用卡通漫畫人

物作為該單位所運推廣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其中他提到由愛滋 NGO 出品的

「性愛達人」漫畫，不僅提供了正確的愛滋知識，該漫畫運用健美男子形象作

代言也打破了愛滋病患皆為瘦弱的刻板印象。此外，Shiau 更指出，NGO 運用

卡通漫畫人物，可以使被汙名化的對象從新被正名，且進一步對這些對象賦

權。因此從 Shiau 的研究，便可以理解到漫畫所擁有的政治力及影響力，是超

乎我們想像，同時也再度證明，漫畫或插畫不僅是兒童的讀物，也可能是弱勢

運用來爭權的工具。 

(三) 漫畫/插畫的讀者經驗 

 由於漫畫或插畫中可以存有某種概念或意識形態，因此讀者閱讀時也可以

從中連結到生活運用。例如《漫畫嫌韓流》在 2005 韓國及中國的反日抗爭之後

得到更好反應，且被視為日本大眾媒體傾向美麗韓國的解藥。廣泛的網路讀者

認為嫌韓流是雖然是以視覺吸引的敘述呈現，但比可取得資訊的集合更多，因

此反而形成民眾參與反韓的最佳利器（Liscutin,2009）。 

 另外在 BL 漫畫中，也可看到讀者藉由 BL 漫畫來如何定位自己及他人的經

驗。例如 Mizoguchi（2010）便提出，在日本的 BL 文化讀者會認為自己是不正

常的，因為這樣品味比較像是某種性偏好，而且是偏好男男情慾描繪。且 BL

文化讀者經常製造並閱讀情色文化，但在社會中女性是不應以性慾望主體去行

動，且因為他們是異性戀女性，卻喜歡男男情愛，因此會認為自己是某種性少

數族群，但透過讀者們的彼此交流，才得以認同自我的特殊慾望。 

 Martin（2008）也同樣認為 BL 文本能讓台灣女性粉絲主動參與性別及性的

問題，同時作為一種與社會女性主體的談判。讀者認為 BL 漫畫可被詮釋為對

於女性取向流行文化的傳統類型限制的修正或批評。另外有些讀者回應指出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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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很有幫助，它促進讀者自身的性別及性身分的談判，因此在此之中他們

感覺連結到他們自己的性別及性身分的形成。同時 BL 閱讀促進了一個女性粉

絲的性媒介：不僅是消費及享受明確性幻想的力量，也是變成這類幻想行家的

力量，並與相同心態的朋友社群分享。 

 Kinko Ito（2002）研究日本女士漫畫（Redi Komi, Ladies’ Comics），指出女

士漫畫提供女性讀者現實生活中無法被輕易物質化的夢想、羅曼史及幻想，且

這些藉由替代性的感受，讀者可以拋棄日常生活中的單調及個人與工作情況下

的壓力。同時女士漫畫中描繪的問題及解決辦法、愛與羅曼史的幻想及欲望的

遭遇，可以是日本女性物質滿足程度及現實生活中愉悅感缺乏的反映。有些故

事會提供讀者實際的解決辦法及影射日常生活問題，而其他故事則藉由替代經

驗幫助讀者脫離壓力。 

 浪漫愛情故事讓日本女性以一個自由、獨立且未婚的女性與白馬王子相

愛，也讓年長的讀者並以一個單身女性身分來體驗新的且不同的事物。同時許

多故事也提供了特殊或專業的知識，例如銀行利息、股票基金、電腦網路及醫

療等等。藉由強調故事中的女英雄及其他角色為模範來提供讀者社會化，並傳

授關於家庭及社會生活的實際知識及資訊，像是期望、習俗、規範、禁忌及通

道儀式如開始工作、婚禮及當父母等等。故事中的女英雄可能會犯錯，但讀者

可以從中學習，他們變成了給讀者學習道德及關係的課題（Ito, 2002）。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如何與 BL 文化互動使他們能表達女孩及女性在主

流異性愛情小說及漫畫論述呈現的批評，爭論女性主體性被社會化到適當女性

的霸權形式，思考並表達自己的明確性慾望。或是透過漫畫提供一個有別於現

實的想像，作為生活中的學習或調劑。因此漫畫的閱讀，成為讀者連結自我或

社會的反思，同時從漫畫中發展出一套理論或實踐。因此漫畫插畫所提供的，

便不只是消遣娛樂而已。 

 同樣的，閱讀 Facebook 的同志圖文創作，也可能連結讀者的生命或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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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如同上述文獻所述，同志圖文創作可能可以存有身分及認同的意識，也可

以連結到社會事件或歷史脈絡，同時也具其政治性。因此讀者也可能獲得認

同，或透過不認同作者所言而形塑自我，也能成為他批判或參與社會的基礎，

甚至創造出新論述來影響社會。因此在探討過插畫/漫畫的無限可能性，及讀者

從中發展的連結性及創意性，可以理解到 Facebook 的同志圖文創作，是具有研

究的意義及價值的。 

小結 

 如同 Tony Hung（2012）所說：「可愛是超然地治療，因此可愛是被低估的

超能力。」（Cuteness is transcendently therapeutic ; cuteness is, thus, an underrated 

superpower.）〈轉引自 Hong-Chi Shiau，2013〉，看似可愛的同志漫畫，也自然

有其隱含的力量。雖然 Jeffery P. Dennis（2012）曾在研究中提到人們會認為同

志代表性愛，而同志漫畫就是情色書刊，但就如同研究者們對漫畫的研究，漫

畫可以具有國族認同的建構，也可以同時反映歷史的壓抑及對霸權陽剛的招

喚，更可以反轉汙名，建構證明並賦予權力，這自然也包含了同志圖文創作。 

 另外 Dennis（2012）也指出同志內容需要漫畫家與讀者一起默認才能了解

意涵，雙方必須都知道漫畫真正意義，而其中幽默就來自於觀看漫畫如何擁有

同志性而無出現被禁止的明確字眼。如何看出 Facebook 上的同志圖文創作其所

隱含的意涵，更有賴於了解同志文化，讀者更需與作者產生共鳴，才能了解真

義。如同李衣雲（2012）所述，漫畫的符號是必須作者與讀者雙方的共識，才

能了解其中意涵，因此本研究企圖運用自身對同志文化之了解，來探討這些作

品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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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參與觀察法進行資料蒐集，主

要瞭解粉絲們的回應狀況，是對於那些類型會較有共鳴，並瞭解男同志插畫家

們在創作題材上的議題類型及插畫家的畫風及議題表現方式。第二部分是以文

化研究的分析方式，針對所選取的圖文創作進行分析，瞭解其所再現的議題內

容，並針對研究意識及問題做出回應。 

 過去有許多研究以特定對象，進行網路的參與觀察研究，例如黃彥萍

（2011）研究網路角色扮演遊戲的性別建構，先透過自身投入遊戲，去了解遊

戲機制及環境，並逐漸與玩家互動，以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另外鄭力行

（2015）研究 BL 漫畫男性讀者的認同建構與實踐，亦選擇其專屬的網路聊天

室、論壇及特定網站，作為參與觀察的對象，研究其分享的圖片、影片及文章

等，甚至設立 Facebook 社團，作為研究對象的召募並與之互動。以下針對參與

觀察法做進一步說明。 

一、參與觀察法 

（一）何謂觀察法 

 觀察是人類用來認識周遭環境最根本也最簡單的方式，然而觀察不只是人

類透過感官，直接知覺事物的一種過程而已，同時也是大腦積極思維活動的過

程。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人類如何透過對周遭世界的觀察來了解社會世界，就

會發現並非直接透過現象本身，而是透過關係脈絡及情境互動的感應，創造出

觀察現象的意義之了解與詮釋（潘淑滿，2003）。 

（二）何謂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的主要特色，是透過局內人的觀點，來認識人類社會現象或行

動之意義。而局內人的觀點就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透過參與觀察過程，對觀

察的現象或行為，進行詳盡的描述（潘淑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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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參與觀察法是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運用觀察法對研究現象、行為或

事件，進行有系統的觀察與紀錄的過程。在整個資料收集過程中，研究者必須融

入被觀察的情境，透過密切的互動，深入體驗、傾聽和觀察被研究現象、行為或

事件的意義（潘淑滿，2003）。 

（三）參與觀察法之類型 

 參與觀察法的類型可依被觀察者知不知道研究者的身分及彼此之間是否有

互動，而區分為完全參與者、參與者一如觀察者、觀察者一如參與者及完全觀

察者四種類型（王雲東，2007）。 

 本研究採用的參與觀察較偏向「完全參與」與「完全觀察」之間，「完全觀

察者」是指研究者與大家身分相同，不向觀察對象表明身分且自由互動。而完

全觀察者」是不表明身分也不互動，單純觀察（王雲東，2007）。因此我將以觀

眾身分參與插畫家粉絲頁中，偶爾參與讀者回應及其他粉絲互動，但基本上是

以觀察為主。 

（四）參與觀察法之對象 

表 3-1「天菜與小餿水」資料表 

粉絲專頁名稱 成立日期 用戶 

天菜與小餿水 2011 年 11 月 19 日 14,642 個讚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beaupaint/timeline 

關於粉絲頁 這個世界上，只有天菜能夠存活!（此專頁含有同性性取向之內

容以及圖片，如不能接受煩請離開。）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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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語不驚人毛不休」資料表 

粉絲專頁名稱 成立日期 用戶 

語不驚人毛不休 2013 年 10 月 14 日 49,048 個讚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maomao5025?fref=ts 

關於粉絲頁 用畫來說話~別太認真!! 

(內容題材來自同性性取向，不能接受者煩請離開!!)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3-3「假文青 蓋時尚」資料表 

粉絲專頁名稱 成立日期 用戶 

假文青 蓋時尚 2014 年 1 月 30 日 99,454 個讚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5GuyFashion?ref=profile 

關於粉絲頁 本粉絲團為“同性取向”無法接受者請您離開 

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半都是 假 文 青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 28 - 
 

粉絲專頁名稱 成立日期 用戶 

桃色壞男孩 2014 年 5 月 8 日 54,719 個讚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eacheshandsome/timeline 

關於粉絲頁 「桃色壞男孩」是男同志插畫粉絲團，我們討論男同志情侶的生

活瑣事，並且關注相關的同志議題和新聞。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目前在 Facebook 上成立粉絲頁的男同志插畫家，根據本研究觀察，約有十

位左右，包含緒論所提過的杜克、查德及大雄等，選擇四位男同志插畫家之粉

絲專頁為研究對象，如同前述有以下三個原因：1. 這四位男同志插畫家多半都

選用插畫搭配文字的圖文創作方式，而其他男同志插畫家多半只有插圖而少文

字搭配。2. 這四位插畫家相形之下有較高人氣，不僅發表創作次數較多，題材

上也較多元。3. 不同於太陽臉，這四位皆是從 Facebook 發跡，且主要發表平

台也為 Facebook，不如有些插畫家僅將 Facebook 作為宣傳平台。 

 雖然四位男同志插畫家皆以圖文為主，但都極具個人特色，且各自對於同

志社群的觀察、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及所再現的角度面貌皆有所不同，因此選擇

此四位插畫家更可從中觀察其異同及優缺，並藉由後續分析，探討出他們所再

現出的男同志社群經驗與樣貌、參與連結社會議題的方式與態度及情色/色情在

此之中的意義。 

另外本研究同時輔以深度訪談做更詳細的資料蒐集，主要針對插畫家的本

身意圖或概念進行確認。以下為各粉絲頁的插畫家資料介紹及訪談形式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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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中「桃色壞男孩」的作家則因時間因素而無進行訪談，「天菜與小餿水」

的作家也因其於本研究期間進入兵役因而只進行一次訪談。 

表 3-5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 

暱稱 
身分 職業 訪談形式/日期 

謝岡寶 「天菜與小餿水」作者 
台南大學美術所

畢業研究生 

面訪 

2014 年 6 月 2 日 

毛兒 「語不驚人毛不休」作者 設計師 

面訪 

2014 年 6 月 8 日 

2015 年 8 月 30 日 

賈文青 「假文青 蓋時尚」作者 平面廣告設計師 

Facebook 訊息 

2014 年 6 月 10 日 

2015 年 9 月 2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藉由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所蒐集的資料，都會成為後續分析的基礎，同時

深度訪談也可避免本研究對於插畫家們動機或概念的過度詮釋，因此雖深度訪

談並非本文所著重的研究方法，但仍有助於本研究分析且有利於客觀化呈現。 

二、文化研究分析 

李衣雲（2012）曾指出，漫畫就是一種符號化的表現，像是眼睛的亮度可

以象徵眼神的表現，還有表情情緒，也是透過符號化的強調，就連聲音，也需

要一些文字符號來展現。除了符號的表現，有許多漫畫或插畫的意義，是要與

其時空、社會或自身脈絡連結。例如 Lydenber（2012）分析 Bechdel 漫畫時指

出，漫畫中母親角色的隱晦呈現，是象徵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拒斥，但也同時連

結 Alison 自身對社會性別框架的抵抗。 

文化研究分析屬於一種分析取徑，較少被過去研究使用，因此本研究除以

文化研究的架構進行分析外，會輔以文本分析法中的互為正文分析及語境分析

之概念進行研究，不僅是針對插畫文本探討，也採納粉絲頁上的互動回應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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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批判的參考。同時在分析過程中，以文獻資料作為客觀化的平衡。以下

說明文化研究、其於圖像的運用及互為正文分析及語境分析。 

（一）何謂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研究中心在於對形式的研究及文化實踐，在乎社會團體關係及

被操作於團體間得權力關係。文化包含了日常符號及表現實踐，例如購物、旅

遊或作為足球支持者，以及在圖像表現、書寫或論述中的文本實踐。文化研究

的重點在於現代的實踐，並在該歷史或社會背景中理解。文化研究的特色是瞭

解文化生產、消費、信念及意義間的關係，並連結社會制度，並將文本生產視

為社會實踐的本身。文化研究重視每個在性、性別、社會階級、種族民族及全

球化下地緣政治等權力關係的文化組成角色（Lister & Wells, 2001）。。 

（二）文化研究與圖像 

 當文化研究面對圖像時，會對圖像所處的社會及歷史有興趣。以生產的循

環來觀看圖像，並透過所積累及轉變的意義來流傳及消費。注重圖像的特定材

料特性、中介及所用來理解的科技，在辨認圖像的材料特性時，與觀看這個社

會過程產生糾纏。文化研究理解圖像不只是再現，是連接想法及給予我們生活

經驗意義的過程結果，但不減少對圖像的興趣，好奇意義與製碼解碼的過程。

文化研究承認觀看是一種個人透過其身分的實踐，因此觀看不會是中立的，但

仍不減低文化研究對圖像研究的價值（Lister & Wells, 2001）。 

（三）互為正文分析與語境分析 

 文本分析在被使用初期，通常只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如文學作品、電影

或海報圖片，做分析和意義詮釋，但後來也有學者強調「互為正文分析」或

「語境分析」。所謂互為正文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便是要掌握社會因素及

其語文本的互動，或連結社會結構與文本結構，因此文本的詮釋是限制於某些

特定的社會脈論中，所以這種互文關係的檢視勢必要的（游美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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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文化研究的領域中，語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與文本分析被並

列為兩大研究取向，其中語境分析所著重的為文化、政治、制度或機構等方面

的影響，關心其文化生產的過程，所以在運用文本分析時，應同時掌握其脈絡

並納入其分析之中。社會的現實情況及權力關係如何介入文本中運作，因此各

種影響因素與文本的連結的這類探討是非常重要的（游美惠，2000）。 

三、初步探討 

 依照上述的研究方法，本文先進行各男同志插畫粉絲頁的觀察，並於本章

節先初步說明各粉絲頁的風格及內容。且在後續的研究發現中，會常以插畫家

之暱稱代表其粉絲專業，因此於此處先行介紹。本研究認為，透過這樣個別的

探討，有助於後續更完整的研究分析及瞭解。 

（一） 天菜與小餿水 

表 3-6 「天菜與小餿水」初步觀察與分析 

作者 觀察作品範圍 插畫作品總數 

謝岡寶 2011.11.19~2015.04.30 約 325 篇 

主要人物 

天菜 

 

小餿水 

 

粉絲頁觀察 

「天菜與小餿水」粉絲頁，雖然成立時間早，但其主要活躍時間為創立初期

到 2014 年年初，不包含純文字狀態、照片或宣傳，初期每月約有五篇插畫發

表，後期則較不固定。此粉絲頁顧名思義是以「天菜」與「小餿水」兩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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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天菜以男同志所喜好的狼族樣貌而創，長相陽剛、身材姣好，因此在

插畫故事中深受大眾喜愛，不論做什麼事都能被接受，同時偶爾顯露高傲態

度，藉以諷刺男同志社群中的「天菜名人」。而「小餿水」代表長相欠佳的男

同志，處處不討喜，據作者表示，小餿水是自己的 Q 版形象，反映自身的生

活經歷。雖然在插畫故事中不受歡迎，但粉絲們較與其形象及遭遇共鳴，因

此深獲粉絲們喜愛。同時透過天菜與小餿水的差別待遇，反映出男同志社群

對於外貌條件的重視及只顧外貌的膚淺現實。整體而言，「天菜與小餿水」的

畫風較偏日系，符合台灣普遍對日系漫畫的偏好，以及台灣男同志亦較喜愛

日本色情製品的取向。 

插畫分析 

 

此插畫表達出人因長相差異而在職場上有待遇及工作量的差異。在商業周刊

一則報導中就指出，「在教育程度及工作經驗等都相同的條件下，長相醜的人

收入比平均值少 9%，而長相漂亮的人收入卻比平均值高 5%，甚至在律師行

業中，「俊男」等級的律師，也比被評為「醜男」的律師收入高出 10%」（楊

少強，2010 年 02 月）。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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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不驚人毛不休 

表 3-7「語不驚人毛不休」初步觀察及分析 

作者 觀察作品範圍 插畫作品總數 

毛兒 2013.10.14~2015.05.31 約 240 篇 

主要人物 粉絲頁觀察 

毛大 

 

毛兒的發表插畫頻率約為每周至少一篇。主角人物毛

大，形象同樣為男同志所以愛的熊族，具備肉狀身材

及可愛圓臉，同時蓄鬍增添男性氣概。時而以 Q 版

形象，時而以較近似真人模樣，也讓「語不驚人毛不

休」的插畫有兩種風格，兩者皆受男同志喜愛。毛大

的功能就是在點出許多同志社群內的問題，或在面臨

一些社會議題時發表意見，因此也可算是替作者表達

心聲的人物。探討的類型有生活經驗、破除迷思、同

志文化及社會議題等。對毛兒而言，同志的圈子已經

是一個壓縮的空間，所以我們更需要開放一個寬闊的

胸懷，一笑看人生，再來細細思量這些畫面與故事的

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整體風格可愛親切，因此

也吸引不少女性粉絲。 

插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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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插畫主要描述同志交友軟體

的狀況，但也可以延伸到各社群

網站的交友互動狀況，內容反映

出同志交友時的咄咄逼人，一旦

遭人打槍就惱羞成怒的狀況。而

粉絲們也反應出自己也有類似經

驗，也有粉絲為自己不曾如此而

感到欣慰。其中也有女性粉絲反

應出，認為這種行為很莫名其

妙。因此從中也提醒粉絲在交友

時該有的禮貌及勿犯的錯誤。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假文青 蓋時尚 

表 3-8 「假文青 蓋時尚」初步觀察及分析 

作者 觀察作品範圍 插畫作品總數 

賈文青 2014.1.30~2015.06.30 約 265 篇 

較主要人物 粉絲頁觀察 

蝦叔 

 

賈文青的發表頻率約為每周至少一篇，初期並不知

名，因參與綜藝節目「康熙來了」而打開知名度。與

粉絲互動頻繁，還設計抽獎畫大頭照的遊戲服務，成

功吸引大量粉絲。「蝦叔」為較常出現的人物，「蝦」

意旨身材姣好但長相欠佳，在男同志社群中會戲謔這

類型的人就如同蝦子把頭拔掉就可食用一般，故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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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族」。蝦叔就如同一面照妖鏡，反映出許多男同

志社群內的七情六慾及許多奇怪荒謬又可笑的事。賈

文青的色彩使用相形之下較為單一，主要用色為黃

色，但透過人物的裸露、男性性器官的暗示及性行為

的隱射，這樣的腥羶色作法成功製造高人氣。 

插畫分析 

 

這則插畫主要描述為網友見面前後

的互動落差。一方面反應了網路交

友的不可靠，另一方面也讓網友們

自省是否也有同樣行為。這篇引來

大量粉絲回應的原因應是該作者剛

上「康熙來了」不久，因此也有粉

絲反問作者是否也有過同樣經歷，

但同時也能表達出許多人的共同經

歷。其中更有粉絲指出這種情況在

男女交往上也可得證。因此不僅反

映出同志社交的特色，也引出網路

社交的問題。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 桃色壞男孩 

表 3-9 「桃色壞男孩」初步觀察及分析 

作者 觀察作品範圍 插畫作品總數 

李大桃 2014.05.08~2015.06.30 約 110 篇 

較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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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桃 

 

桃弟 

粉絲頁觀察 

李大桃的插畫發表時間較不固定，平均一個月一篇。主角為大桃與桃弟這對

同志伴侶，插畫主題也圍繞在兩人的伴侶生活，可以看見男同志伴侶的喜怒

哀樂，有一般情侶互動，也有閨房密趣，因此令人同時感受到愛情甜蜜及滿

足窺探他人性愛的慾望。兩人樣貌皆為較類似於異性戀的一般性質男性，但

同時也擁有好身材。由於插畫再現出男同志伴侶在生活上與異性戀伴侶差異

不大，因此也有種同志亦凡人的象徵意外。風格整體上較樸實簡單，但同時

也加入腥羶色成分，以促進人氣及知名度。 

插畫分析 

 

插畫描述同志伴侶逢情人節至餐廳用

餐，卻在店員告知情人節套餐兩人即

便非情侶也可使用時，不知是否該向

店員表示的窘境。插畫反映了在台灣

社會中，仍無法意識到同志伴侶的存

在，同時也反映出同志伴侶無法辦別

店家是否友善，而產生出的兩難。社會

對同志伴侶的無意識，不確定是否友

善且無法隨時自在表現自我便是同志

在台灣的現況。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粉絲頁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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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分析可初步了解到，以男同志主體的插畫，所描繪的不只是以同志

生活為出發點，還連結了新科技軟體的使用而衍生出的交友狀況，甚至也與社

會的現實狀況及風氣有所呼應，展現出男同志插畫家精闢的觀察與再現。 

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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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及目的 文獻探討 參與觀察法 

文化研究分析 研究發現 結論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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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惡」趣─男同志社群問題及議題 

 本研究共觀看近一千篇插畫作品，其中有些插畫屬於個人心情抒發、產品

或個人活動宣傳及男同志特殊名詞解釋等類型，再加上無意義的單篇圖畫如大

頭照創作或模仿創作，都不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內。本研究主要挑選的為同志

生活再現、社會議題相關及在情色/色情中有其他意涵存在的插畫，而篩選的原

則為必須具有一定討論度，會以網友的讚數、分享數、留言回覆度及插畫家本

身回復的程度，作為最終的評判。從中選出共一百篇插畫，再進行篩選分類，

最終分為男同志社群再現及參與社會議題的方式，以及在兩類之中的情色。 

 本章主要探討由男同志插畫家所再現出的社群，其中所存在的問題及意

義。作為男同志社群的一份子，插畫家們以所見所聞來再現男同志社群中的百

態樣貌，以男同志們有所共鳴的情節描繪，並輔以男同志所喜好的視覺愉悅，

例如以所喜好的外型樣貌及不觸法的情色裸露，來獲得男同志們的關注與支

持，觀看插畫也變成男同志生活中的樂趣之一。雖然這些插畫令人發笑，但也

同時諷刺了真實上演的男同志們，因而也成為插畫中趣味之餘的「惡」。 

 以自身經歷或朋友經驗分享作為創作題材，是男同志插畫家共同的創作模

式，不論是生活挫折、社交情愛或同志圈內不能說的秘密等，都能成為這些創

作家的靈感來源（謝岡寶，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2 日；毛兒，訪談紀錄，

2014 年 6 月 8 日；賈文青，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10 日）。而在男同志社群生

活中，所衍生的問題及議題變包含了：展演社交與外貌篩選、情愛關係與性互

動及友情建立與家庭議題。 

一、 展演社交與外型要求 

插畫家們以生活故事為創作題材，其中有一部分呈現為現代人在使用社群

媒體或交友通訊等媒介時所常出現的狀況，例如圖文不合或已讀不回等等，都

成為大眾的共同經驗。男同志社群也不例外，因為新媒介及科技的出現，讓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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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有更多展現的管道，也成為插畫家的靈感來源及粉絲頁上多數的呈現。

而這些男同志的網媒展演，多半因男同志對外型的重視，及男同志的伴侶追求

條件。因為對外形的要求，男同志的網媒展演出現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 

例如毛兒創作出男同志分享照片的動機，往往只是要展現自己，幾乎都是

能吸引他人注意的裸露照片，但卻搭配毫無相關的文字，企圖以冠冕堂皇的理

由掩飾其目的只是想露且被注意（圖 4-1）。其再以 Facebook 的大頭照為例（圖

4-2），表達出如果是一般的照片就會乏人問津，沒什麼人想認識，但一換上露

身材的照片之後，就引來非常多的愛慕，好友邀請也會倍增。另外毛兒進一步

描繪出在男同志一開始踏入社交圈時會照片會略顯羞澀，但較被人注意後就會

開始賣弄臉蛋身材，為了要不斷引人注目，維持其受歡迎的程度，其所分享的

照片就會越脫越多，且一旦不再裸露就可能會失去人氣的現象（圖 4-3）。 

圖 4-1 上傳照片的藉口 

 

圖 4-2 照片效應 

 

圖 4-3 裸露不歸路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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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君（2009）就曾指出，同志在社群內所表彰的自我，往往不僅是同

志，更是某種特殊屬性的同志，而這種屬性經常透過社群內的分類加以彰顯。

因此男同志開始包裝自己，不斷賣弄身材，只為獲得更多人的喜愛，賈文青便

以此創作，說明有些朋友剛認識時外型普通，一旦會包裝打扮且開始受歡迎有

名氣後，就無法再當朋友了（圖 4-4），甚至諷刺網友只喜歡看臉蛋身材而不在

乎內涵的現象（圖 4-5），對於藝術創作作品不感興趣，但卻對賣弄身材及略露

性器非常感興趣，顯示出男同志喜愛感官刺激，且只重視外在的嚴重性。 

圖 4-4 外貌變化影響友情 

 

圖 4-5 裸露比創作讚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重視外貌是男同志社群中不言而喻的通病，以男同志重視外貌，憑外表在

交友的現象為創作題材，便是「天菜與小餿水」最初的創作主軸發想，因為自

認長相不佳，也常有不好遭遇，因此想把這種外貌決定一切的表現出來，例如

加別人 Facebook 好友但對方不同意的狀況（圖 4-6），便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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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設想出若是只要外型姣好，可能無論做什麼都會被原諒，就連在 Facebook

放裸露照片都讓保守人士會因為自己的姣好外型而無法檢舉（圖 4-7）。 

圖 4-6 不加小餿水好友 

 

圖 4-7 天菜什麼都可 PO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男同志對於外型的重視也影響彼此間的社交互動，例如謝岡寶與毛兒就合

作創作出面對「天菜」及面對「餿水」的交友邀約時的差別反應（圖 4-8），只

要是「天菜」就什麼都可以，而只要是「餿水」就都不行。賈文青也對比了外

貌好壞在網路交友的差別（圖 4-9），像是帥哥發文就會引起許多讚美及邀約，

而長相欠佳的發文就乏人問津，甚至引來謾罵，顯現出男同志交友重視外型的

現實狀況。從這之中，也可以了解到目前男同志所喜好的類型條件為：蓄鬍、

壯碩、陽光或健美等陽剛氣質的強調，若不屬於此類型，則很難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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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差別待遇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圖 4-9 帥哥醜男發文的回應差別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另外毛兒更描繪了只憑外表交友，可能會遭遇現實反差的現象（圖 4-10），

照片外型看起來陽剛，但實際內在卻顯露陰柔，因此外在與內在不協調反更令

人失望；或是從前不起眼被自己看不起，後來變帥哥卻變自己高攀不起，只能

扼腕自己對外在注重的現實，變成他人醜小鴨變天鵝對自己的反撲（圖 4-11），

這些都顯現出只憑外貌交友的缺失，也提醒著粉絲們不該如此外貌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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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除了網路上的新興社群媒體，現今男同志還多了手機交友軟體的管道，在

交友軟體上，除了賣弄身材臉蛋，更可以設定交友條件，讓使用者可以更快鎖

定對象，但也形成更多侷限與排擠。邱偉淳（2012）就指出，同志在使用交友

軟體時，其所上傳的照片及描寫的敘述，會與他的社交意圖有關，不論是想發

展長期親密關係或一夜情，若有強烈的社交意圖，男同志就會會扮演自己想像

中的「圈內主流」如陽剛健美，並掩飾缺點與問題化的身體，而原本就主流的

便會透過裸露身體或強調男性性徵等男性氣概的展現來吸引注意。 

毛兒便描繪了同志交友軟體上陽剛氣質的呈現（圖 4-12），每個人不僅嶄露

自我條件，同時也要求別人須具有同等條件，例如在年紀、身材甚至是性器官

的要求限制，反而使得交友變得嚴苛。而賈文青更是突顯男同志規避陰柔的現

象（圖 4-13），就連原本可能屬於陰柔的同志，都會先假裝自己的性角色惟覺被

圖 4-10 照片與本人的反差 

 

圖 4-11 醜小鴨變天鵝的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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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的一方，只為呈現自己陽剛甚至排擠他人陰柔，來取得受人注目。兩則插

畫的最後也都諷刺了這種侷限排擠的現象，也呈現出手機軟體並無幫助同志社

交，反而讓社交更加嚴格困難。 

圖 4-12 交友條件的限制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圖 4-13 交友軟體上的裝 MAN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曾晴（2013）曾指出，男同志普遍對於男體標準因社會觀感而影響，產生

較多壓力因而強調建立濃厚的「男性陽剛特質」，以便掩藏陰柔特質避免外顯。

也因此造就「男同志對於身材的要求特別苛刻」。當一個男同志把自己鍛鍊成健

美後，他得到了身體的、美學上的資本，他被人追求、被人慾望，然後他開始

將自己和那些「不完美」的人做區隔（張讀行，2012 年 08 月 24 日）。就如同

插畫所繪，男同志強調陽剛並努力將自己變陽剛，進而排斥陰柔，這樣的外型

強調及排擠，藉由男同志插畫家的創作分享，更顯露出同志圈內的歧視現象。 

 Lin（2006）的“Sissies online”一文便指出男同志圈對於陰柔女性化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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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斥及歧視，而賈培德（2014 年 12 月 29 日）更指出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男

明星同志好感度大調查」一集中的男同志受訪者對外形所表現出的好惡，不僅

顯現出男同志外貌協會的嚴重性，也顯現出男同志對彼此的歧視並不亞於異性

戀社會對同志的歧視。雖然先前討論過，對於外貌的重視是社會常規，但對男

同志而言，其影響的不僅是求職及社交等，而是整個男同志社群服膺於外貌決

定論之現象所產生的問題。 

 從男同志插畫家的再現中，可以感受到男同志社群對陽剛崇拜及外貌要求

的可怕。這同時顯露出男同志插畫家所再現的社群，有以追求與異性戀相同的

態度。然而在台灣社會中，雖然同志早期是追求與異性戀相同，但在西方酷兒

理論進入後，亦有追求相異的理念出現。強調「異」的酷兒和要求「同」的同

志其並存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並與台灣本地文化相互糾結，因此也讓台

灣的同志文化有更豐富的色彩（邱敏芬，2012）。因此在男同志插畫之中，缺乏

對各類形貌及性別氣質的肯認，確實有其美中不足。 

二、 情愛關係與性互動 

由於男同志社群對於外貌的要求，也影響了男同志在伴侶關係上的發展， 

如果是發展一夜情關係，除了像前述在手機交友軟體上有諸多條件限制，男同

志也常在手機軟體上進行許多的詢問，以讓對方對自身有興趣。然而不論是問

資料或照三餐問候，都可能會造成對方困擾，有時問到最後惱羞成怒也是常有

的狀況（圖 4-14）。然而這同時也反映出，接受訊息的一方，其實也在對發訊方

進行檢視，評斷是否為自己喜歡的對象再決定互動程度，因此其實雙方都不具

有良好的社交禮儀。 

即便兩個人一開始在網路或交友軟體上相處融洽，但見面兩人關係或許就

會改變，才剛開始交往的對象或是有好感的對象，也會因為不明原因而不了了

之，最終明白對方只不是把自己當成一時的慰藉而已，假文青描繪在兩人在認

識初期，總是可以在手機上聊天搞曖昧，兩人見面後就可能會發生性行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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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便有一方會不理對方，甚至提出兩人不合適後便消失（圖 4-15）。這卻也反

映出男同志圈的速食關係，總是來去匆匆，給人男同志社交混亂的錯誤印象。 

圖 4-14 交友軟體上的詢問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圖 4-15 過夜見真情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男同志要有穩定關係並不容易，不是喜歡的對象不喜歡自己，就是感情建

立不易，有些人可能只是追求一時的歡愉，也讓外界總覺得男同志的性關係複

雜。然而仍是有許多男同志，追求著穩定關係，只希望自己可以跟伴侶過著簡

單平凡的幸福日子，毛兒便以外界對男同志的誤解如疾病根源或生活複雜，來

對比出男同志只求微小幸福的心聲（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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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外界想像與同志心願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 

這類情愛關係的圖文創作，讓男同志插畫家們頓時成為感情專家，透過圖

文創作，讓粉絲知曉在感情中的注意事項，例如交往三個月內不能公開否則會

見光死，或是要多多體會彼此的付出而不該輕易說分手，若是感情淡了也要好

聚好散，慢慢調適，但也是有情侶分手後彼此互相攻擊的劇碼，情節比八點檔

還精采的狀況。但除了反映同志曲折的愛情，也有同志伴侶幸福故事的呈現。 

「桃色壞男孩」便是以同志伴侶生活為創作出發點，且其實也是李大桃本

身與男友的生活故事，像是兩人吵架卻床頭吵床尾和，原本吵架的兩人在睡覺

時便會漸進式和好，到最後可能就以性行為做為和好的表示（圖 4-17）。或甚至

是生活中一些逗弄對方的情趣，像是假裝餵食對方，但事實上是要自己吃的惡

作劇（圖 4-18）。這些都展現出同志情侶其實與異性戀情侶無異，有甜蜜時光但

也會吵架，不同的地方就只是喜歡的性別以及同志伴侶間獨特的情趣，例如一

起看帥哥或是能一起去男湯男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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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床頭吵床尾和 

 

圖 4-18 情侶間的捉弄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只要是伴侶生活，不論同性異性，生活中一定少不了性的互動。雖然插畫

是描繪伴侶間的性生活，但其所強調的為兩人的親密關係及日常互動，也展現

男同志伴侶生活的樂趣，插畫中雖然有性行為的影射，但其所呈現的是雙方喚

醒伴侶起床的特別方式，僅是情侶間的閨房樂趣（圖 4-19）。而伴侶有性生活本

為自然現象，因此也不需特殊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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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情侶間的閨房密趣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台灣男同志情愛關係及性互動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轉變，早期的公園公廁

及三溫暖時代，不僅要學習辨識同類，也依賴彼此間默契及是否對眼，才有機

會發展關係。而後進入網路聊天室或交友網站，便依賴文字創造無限想像，偶

而取得照片也無法辨別真假，直到彼此約見面才見真章，因此容易有本人與照

片相差太多或個性有問題等狀況發生。 

現今因手機軟體發達，可以直接搜尋所在地附近的同好，每個人都有照片

及資料提供，且其目的也一覽無遺，雖然及時方便，但也有許多問題，就如插

畫所再現出的，有許多條件限制，甚至是爾虞我詐，柯乃熒等人（2014）更指

出透過手機軟體交友有增加性病傳播及感染風險的可能。因此對男同志而言，

情愛關係的發展並不容易，性互動的隨意不僅造成社會誤解，也可能增加染感

性性病風險，因此也顯露了男同志在情愛及性之間的拉扯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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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友誼建立與家庭議題 

因為男同志們在親密關係的建立不易，也影響他們友誼的建立發展，由於 

男同志於社交互動時，仍以外貌好壞為先決條件，因此大家都想認識帥哥，若

是沒有機會發展成伴侶，可以成為帥哥的朋友也是另一種不錯的選擇，但對於

長相欠佳的同志，便會淪為社群中的邊緣人物。賈文青便描繪了真心的朋友是

不會因外貌來評判你，會在你低潮時相挺，但也會在你意氣風發時撮你銳氣

（圖 4-20）。然而這則插畫卻也道出了外貌歧視的惡性循環，當自己不被欲求時

嫌棄外貿協會，但當自己可被欲求時卻也成為外貌協會的一員，就如同上述所

言，當自己獲得外貌資本時，便也進行排擠，使男同志間的歧視更加惡化。 

圖 4-20 真心好友不管外貌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圖 4-21 患難見真情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另外毛兒描繪出，在男同志的友情世界中，也會有各式各樣的朋友，有些

朋友有時搞笑耍娘或彼此互相攻擊，但重要時刻總會挺你，然而也會有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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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稱兄道弟，但在關鍵時刻就消失無蹤（圖 4-21）。而謝岡寶雖然沒將「天

菜」與「小餿水」變成情侶，「天菜」明明平常很愛嫌棄「小餿水」，但事實上

卻很在乎對方，兩個人的互動親密像家人（圖 4-22），也連帶呼應了多元成家的

概念，成家的條件應不在於生育或性關係，兩個人不須是伴侶，只要是彼此能

互相關心助照顧，就可以同居，也理應可以成家。 

圖 4-22 嘴巴嫌但心在乎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圖 4-23 同志姊妹好處多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最後毛兒則是將男同志列為女性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姊妹），因為有時尚眼

光可以提供女性打扮建議，又有男性的力氣可以幫忙搬東西，還有女性的貼心

且也懂男性可以與女性分享心事（圖 4-23）。許多女性粉絲在看到插畫後，也深

表同感，認為擁有男同志好友是有益無害，且每個女生都應該擁有一個，贊同

了男同志的好處。而這則插畫也有與異性戀社會搭起友誼橋梁的意味，說明了

同志既不會傷害異性戀，更可能是異性戀的最佳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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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仍以異性戀為最大族群，對同志而言，要找到同伴並不容易，因

此總希望在愛情或友情中尋求支持的力量。透過插畫可了解到，同志在愛情中

並非都順利，因此友情對同志更是重要，因此插畫家也再現出朋友要慎選，更

不應該是以外貌條件來認識人。若是老年無伴，能像「天菜」與「小餿水」一

樣，與好朋友同居互相照顧，也是另一種選擇來彌補無法成家的遺憾。從此之

中，也可看見多元成家的重要性。 

雖然同志也想擁有家庭，但面對原生家庭關係，往往是同志最難的一環，

由於華人社會對於男性的要求及期待，及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讓男同志總是

無法坦然地向親屬家人坦承身分（出櫃），因此每逢節慶返鄉，總會面臨親朋好

友的慰問，像是有沒有交女朋友或是何時要結婚等問題，總讓男同志無力招架

（圖 4-24）。雖然認為這些慰問很煩人，但萬一哪次家族聚會時，親朋好友不再

慰問時，更會擔心自己是否被什麼東西而使同志身分被發現，反而讓自己在當

下更坐立難安（圖 4-25）。 

除了難以面對的親友關係，毛兒進一步描繪出若家人是反同人士，則會讓

同志們更備感壓力，插圖中母親角色為他人家中的同志小孩感到不堪，因此也

不願自己小孩是同志，甚至威脅其若為同志要將之閹割，插畫最後雖然看似戲

謔，自己閹割後是給另一半福利，但也道盡男同志在家庭中無法任意出櫃的百

般無奈（圖 4-26）。毛兒更表示自己的母親便是恐同人士，因此沒向家中出櫃，

即便自己在男同志插畫領域有所成就，也無法跟家人分享（毛兒，訪談紀錄，

2015 年 8 月 30 日）。 

朱偉誠（1998）便指出，在異性戀霸權的運作下，大眾是拒絕看見同性愛

慾的存在，且華人社會對於家庭的重視，讓同志擔心父母接受度及親友壓力，

以及對家庭的依賴關係，更使同志不會輕易出櫃現身。且孫旻暐等人（2014）

指出，社會大眾對於男同志的認知，多數仍認為男同志是陰柔、女性化甚至是

奇怪變態等，因此更不利於男同志在原生家庭中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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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親友慰問真尷尬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圖 4-25 可怕的沉默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圖 4-26 母親的恐同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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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男同志插畫家以同志生活經驗為創作靈感，描繪出了同志在網路媒體的展

現、注重外貌的問題進而影響社交互動，同時描繪了同志的各種情感關係、因

身分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讓大眾重新認識同志。一方面如同志於網路運用的文獻

所述，提供了同志認同及交涉的管道，同時也另方面多一份給同志的反思及澄

清社會異性戀大眾的誤解。而這樣的再現並非人人同意，但從粉絲們多表同意

或贊同的回應中得知，這些同志生活是因大家皆有類似經驗而產生共鳴的。 

就如同漫畫《Fun Home》透過家庭裝修的過程，來對自我身分檢視，進而

獲得自我認同，這些同志主體插畫也透過生活經驗的描繪，來為男同志對自己

的行為進行檢視。而在觀看這些插畫的過程，是必須運用自己實際的經驗來與

之連結對話。即使自身不具有相同經驗，也可以從過去所見所聞及插畫所描繪

的經驗中，去理解到男同志圈中正在發生的部分現象，因此可以從獲得學習。 

這些圖文創作雖然是在反映同志生活，但同時也融合了認同及呼籲的成

分，教育男同志們應時時自我警惕。插畫家們皆表示希望大家能在觀看這些圖

文創作時，能去了解其中的意義，思考同志社群內所存在的問題，如果有些插

畫大家看了都覺得好笑，更何況是現實生活實際發生（毛兒，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8 日；賈文青，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10 日）。 

雖然插畫充滿趣味，但也兼具自我諷刺及教化同志的意味，便形成了一種

「惡趣」。就如同辛巴威漫畫 Chikwama，是透過自我的嘲諷來作為一種幽默，

同時思考了自己的問題所在，也可轉化成為對抗外界歧視或壓迫的力量，唯有

擁抱自我缺點，才能在他人攻擊時，不被擊倒。同時在男同志生活議題中，所

存在的性互動，也是對自身生活的擁抱，就也讓男同志的性生活成為自然。如

同田龜源五郎的 SM 漫畫中，陽剛男性擁抱了自己的同性慾望時，便同時獲得

釋放及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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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畫」─以插畫連結參與社會 

男同志插畫家再現的同志生活，雖能引起部分異性戀的興趣，但更多是在

自身社群的反思。除了關注於自身社群的潛在問題，男同志插畫家也關注社會

上的重要議題，特別是與同志有關的議題，插畫家更是會主動對其發表意見，

以發表「畫」來為同志發聲，並以主動參與來讓同志更能被看見。 

 男同志插畫家所發表的社會議題性插畫，大致可分為「認識同志多元」、

「反擊恐同人士與言論」、「社會行動響應呼籲」及「政治時事諷刺」這四種，

而在這些發「畫」之中，也有情色元素的存在。插畫家透過議題創作，表達自

己對於社會的關心，也讓自己與男同志們可以藉此參與連結社會，讓社會更認

識同志，不再把同志視為局外人，而是可以主動參與社會的公民。 

一、 認識同志多元 

異性戀大眾對於男同志的刻板印象，有大部分來自於媒體形塑，孫旻暐等 

人（2014）便指出，媒體內容於一般大眾在男同志的觀感上佔有重要的影響

力，若媒體以負面形象描繪男同志，則大眾對於男同志的想像則會較負面。然

而同志插畫所表現出的男同志形象十分多元，有陰柔也有陽，有帥氣哥也有可

愛弟。 

毛兒以插畫描繪出許多人所以為的男同志樣貌，與真實的同志可能類型的

差異，像是大眾認為男同志是陰柔瘦弱或女性化，但事實上也有陽剛壯碩的男

同志，來表述出男同志的多樣貌（圖 5-1）。而毛兒也更進一步諷刺異性戀男性

迷思，總擔心男同志會喜歡上自己，卻沒思考過男同志又不是什麼樣外型的男

人都可以，就像異性戀男性也不是每種女性都喜歡的道理（圖 5-2）。這樣的插

畫呈現，目的在於破除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只求對同志有更正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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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同志刻板印象 

 

圖 5-2 非男就愛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而每當新聞報導或綜藝節目處理同志議題時，也會引起同志族群的關注，

當出現不適切地描述時，便會引來撻伐，例如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的兩位主

持人曾以「娘」來戲弄來賓，因而引來同志們的不滿（陳尹宗，2009 年 07 月

05 日）。而後綜藝節目「大學生了沒」談論同志議題，卻常以「RayRay」代替

同志，且內容以偏概全的現象，也被毛兒以圖文創作來呈現反映（圖 5-3），其

認為這樣的節目呈現無助於社會認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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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綜藝節目的同志形象單一化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此一創作出現後，立刻引發網友正反兩極的意見，正方認為毛兒描繪出他

們的心聲，也認為節目效果太過誇大，反而會讓民眾誤解同志。但反方認為毛

兒是歧視陰柔同志或同志姊妹，很多時候是需要依靠他們的曝光及衝撞，才能

讓社會看見同志，且因為同志姊妹較符合節目需求，若毛兒不服氣可自行要求

上節目。不論是好是壞，毛兒的插畫引起廣泛的討論，也可說是開啟男同志與

社會對話的可能。 

  雖然並非每位男同志都認同毛兒的創作概念，但卻也反映出目前社會對男

同志的想像仍不夠多元，似乎只有陰柔特質，才能凸顯並代表同志，若是一個

看似異性戀的男性而聲稱自己為同志，便會被批為作假或不具說服力。對於同

性戀的狹隘想像，也影響了部分認識對於同志議題的觀感，進而發表歧異言

論，並試圖攻擊打壓同志。面對這些恐同的人士及言論，男同志插畫家們也運

用插畫一一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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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擊恐同人士及言論 

隨著社會的進步，同志議題也越來越被大眾討論，而近年來同志婚姻平權

的議題更是吵得沸沸揚揚，並引來許多宗教或家長團體的反對。然而反對方時

常以較汙名化的手法來攻擊同志族群，引發同志們的不滿，男同志插畫家們也

對此現象感到憤怒，因此使用創作來做為反擊，也讓粉絲們有宣洩的窗口，一

同咒罵那些保守人士，也形成另一種趣味。 

 最早遭受男同志插畫家攻擊的對象為藝人郭采潔，主要原因為她與保守基

督教會的密切關係，再加上先前她在 Facebook 上寫下「一到北京，就一直忙著

連署的事，一邊扼腕自己把手機裡電話聯絡人刪除的太精簡，一邊詫異這麼大

的修法，身邊只有寥寥幾人略之（知）一二⋯擔憂啊」（林政平，2013 年 11 月

05 日）。這段言論令網友認為郭是對婚姻平權修法擔憂而引發同志不滿，因此

謝岡寶以郭采潔曾捲入「感染性病菜花」事件為創作題材來諷刺她（圖 5-4）。

創作一出便廣受粉絲好評，此事件也使郭采潔成為男同志的公敵。 

圖 5-4 反諷郭采潔插圖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郭采潔遭《NOWnews》網路新聞報導她捲入「菜花疑雲」八卦（葉婉如，

201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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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部分藝人的反彈，同志婚姻更常遭受保守人士的攻擊，不論是保守派

立法委員，或是以宗教及家庭名義的真愛聯盟、守護家庭聯盟，甚至是 2015 年

新黨派信心聯盟，都無法對同志婚姻表達認同，甚至以誇大的言詞、不合理的

數據及無理的論述來攻擊同志，使得男同志插畫家更想要站出來發聲。 

我沒有辦法忍受自己人被欺負，然後今天已經有人擺明了就是要抹黑你，

但我們真的沒有錯，我們只是性向不一樣，為什麼就要覺得我們有錯，那

我覺得被罵這就是無法接受的，為什麼我們要默認，很多人會覺得不回答

就是默認，那我就寧可被罵我也覺得我要做該做的事情。（毛兒，訪談紀

錄，2015 年 8 月 30 日） 

因為無法忍受同志被無理攻擊，毛兒時常在保守人士開記者會反同志時，

就立刻以創作諷刺他們的行為或言論，像是以家長名義開記者會，卻不露臉也

不接受其他提問，只會機械式回答自己代表家長反同志婚姻（圖 5-5）；或是呂

學樟立委看到同志婚姻卻會聯想到人獸交（圖 5-6）等荒謬言論，毛兒還進一步

表示自己常觀察這些保守勢力的網站，才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顯示毛兒在處

理同志平反上十分用心。 

針對多元成家議題，男同志插畫家們也用不同方式表達意見，像是謝岡寶

以卡通「探險活寶」為創作靈感（圖 5-7），說明兒童早以理解多元成家這種概

念。賈文青則是以許多兒童反而是異性戀社會下的受害者，而同志其實也提供

兒童完善的家庭為出發（圖 5-8），表達出有愛就不該設限的理念。毛兒更是以

自身經驗來創作，表達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被保障（圖 5-9），不僅也呼應

了歌手蔡依林歌曲「不一樣又怎樣」的 MV 故事，表達出法律認可對同志伴侶

的重要性。而這些圖文創作一出之後，立刻引起粉絲回響，共同表達出對於法

律保障多元成家或同志婚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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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家長團體跳針式反同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圖 5-6 立委把同志當人獸交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5位戴口罩的家長，在立法院內召開記

者會，與「彩虹圍城」活動拚場表

示，他們代表沉默的多數，反對一讀

通過的同性婚姻、尚未一讀的多元成

家草案，並呼籲政府停止推動多元性

別，希望同志要求他人尊重的同時，

也要尊重婚姻家庭傳統；但記者會結

束後，與會者皆拒絕媒體提問，打算

立即離開，與現場記者們發生一連串

爭論（王立柔，2014 年 10 月 05 日）。 

立法院 22日排審同性婚姻法案。國

民黨立委呂學樟發言時脫口說出，

「同性結婚可以人獸交，可以什麼

交，我們看不清楚啦，看了真的很

可怕。」民進黨籍立委尤美女反駁

說，今天審查的不是多元成家法

案，而是婚姻平權法案，只是希望

現行一夫一妻制度能夠包容同性

戀，而呂學樟的人獸交言論根本是

在污衊同志（政治中心，201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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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卡通中的多元成家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圖 5-8 條件式守護孩童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圖 5-9 法律中的陌生人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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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蔡依林歌曲「不一樣又怎樣」的MV發想來自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 

有個 70幾歲老太太在醫院痛哭，原因是同居愛人陷入重度昏迷，急需家屬簽

訂手術同意書，但兩人的伴侶關係不具法律效力，而無法為對方簽同意書，

她哀求護士可否代簽，因為愛人已有 20幾年沒和家人聯絡。她最後於半夜 3

點聯絡上伴侶的台中親戚，對方卻說睡醒後才能北上簽字，感到非常無奈。

第二個故事，張大哥是個商人，男友患有遺傳性疾病，從小遭到離異的父母

互踢皮球，一個人在台北打拚，生活過得非常刻苦。他為了給對方安全感，

將一半的財產過戶給愛人，後來男友因病去世了，財產卻被對方的媽媽接

收，只因他們的關係在法律上不被認可。（游雁双，2015 年 01 月 08 日）。 

 面對同志的反彈及反擊，卻認為自己是遭受同志朋友網路霸凌，像何戎的

老婆 Kelly 在楊又穎事件後，於自己 Facebook 寫下自己曾遭網路霸凌長達三個

月（葉君遠，2014 年 04 月 23 日）。然而事實上何戎夫婦多次表達反同立場，

且與靈糧堂及護家盟關係密切，因此同志針對其立場表達反擊，卻被說成是網

路霸凌，完全曲解網路霸凌之意，而毛兒也針對此一事件發表創作（圖 5-10）。 

圖 5-10 做賊喊抓賊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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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保守人士之所以打壓同志，無疑是對於同志性愛的錯誤想像，不論是

人獸交或毀家滅婚，甚至會造成性病猖獗，都是過度聯想。面對保守人士對同

志性愛的恐懼，男同志插畫家更是加以將這些人情色化，來增加創作的張力，

同時也增加攻擊的力度。例如由於郭美江牧師曾認為同性戀是種靈的網羅巫

術，因此謝岡寶便以情色方式來攻擊郭牧師，以放置許多情趣用品在她身上，

來毀壞郭牧師自命的聖潔（圖 5-11）。 

且除了反同性戀者的言論之外，郭美江牧師還在佈道時闡述自己受到耶穌

的五倍祝福，因而在地上撿到五粒鑽石（盧俊義，2013 年 12 月）。這番言論也

被毛兒作為創作題材，不僅以同志若撿東西可能會導致對於性的聯想，更同時

諷刺郭牧師認為能靈異撿鑽石的現象是自然，但同志卻不自然，來攻擊郭牧師

的荒謬言論（圖 5-12）。 

圖 5-11 情色化郭美江牧師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郭美江的言論之所以引起關

注，一是因為以信仰之名歧視

同性戀，二是因教會內部諸如

「鎖鍊」、「寶劍」、「綑綁」等

慣用語，在非基督徒聽起來卻

是十分滑稽好笑。聖經如何看

同性戀，從不同的脈絡進行詮

釋，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理解，

任何對聖經的理解，都必須回

到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情境，不

能單就表面字意恣意解讀，更

何況基督教對同性戀存在著不

同看法，郭美江的言論並不能

代表所有基督教會的立場（管

中祥，20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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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的整體風氣逐漸開放，對於同志的友善及接納也大增，因此也越來

越多人，不論性傾向或性別，都願意為同志一起奮鬥。但由於保守勢力的政治關

係權力皆遠勝於同志團體，且保守勢力也日益增大，使得男同志插畫家們也希望

透過這樣的反擊插畫，號朝更多同志及友善人士也一起站出來。因此在社會議題

的表達上，插畫家也會以行動響應的方式，來表達對社會運動的支持，也訴求更

多人也能一起參與。 

三、 社會行動響應呼籲 

男同志插畫家以柔性的行動響應，來號召更多網友關注某一政治活動，甚

至邀請同志們可以投入參與。對男同志插畫家而言，與他們及所有同志最直接

圖 5-12 同志撿鑽石誘性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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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便是同志遊行或婚姻平權等倡議活動，因此男同志插畫家幾乎每年都

會以一則單篇插圖來表達支持。而在各男同志插畫家們的粉絲頁上，便會有不

同風格的展現，象徵這些插畫家齊聲支持同運，也呼籲同志們都應該也一起走

上街頭，為自己而戰（圖 5-13；圖 5-14）。 

圖 5-13 台北同志遊行宣傳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圖 5-14 「彩虹圍城」社運響應 

 

資料來源：「語不驚人毛不休」 

 除了同志遊行或婚姻平權的社會運動外，也有插畫家會對自己所關心的議

題表達響應，像是「桃色壞男孩」作者李大桃就針對香港佔中運動發表創作

（圖 5-15），表達出香港爭取民主的重要性，也透露出台灣應以香港處境為借

鏡，以免步入香港後塵的擔憂。另外賈文青則針對 2014 年九合一選舉創作（圖

5-16），不僅希望大家都能踴躍投票，並能慎選候選人投下神聖的一票，一同改

變社會。賈文青更進一步表示，「由於自己的粉絲以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居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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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們能更在意這些事情」，因此插畫更有呼籲行動的意圖（賈文青，訪談紀

錄，2015 年 8 月 20）。 

圖 5-15 聲援香港佔中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圖 5-16 呼籲投票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李大桃在該創作旁以文字說明其創作動機，大致上描述：「曾有人建議我不

要碰政治議題，但看到香港正面臨如此嚴重的事勾起我的心，其實我們都很熱

中社會議題，我現在表明支持香港人，譴責中共，譴責暴力。」可見李大桃是

經過一番思考才分享創作，也有想讓粉絲了解議題重要的苦心。然而這樣的舉

動可能會喪失部分粉絲，因此顯示出男同志插畫家經營上有更多顧慮。賈文青

也同樣做創作說明，呼籲粉絲要參與投票同，同時也與同志議題連結，表達出

要慎選出同志友善的公僕的觀念，才能確保同志權益，也讓這個議題與同志密

切相關，以減少同志對於政治的排斥。 

同時在行動響應呼籲時，男同志插畫家也會運用情色創作，讓生硬議題更

加有趣，也讓原本政治冷漠的同志也能增加興趣。例如「桃色壞男孩」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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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元素，讓同志遊行的響應插畫更加誘人，也增加男同志的參與度，更讓情

色與社會運動有良好的結合（圖 5-17）。在台灣同志社運中，操作「性」元素的

手法並不奇怪，為藉由「性」展現對社會異性戀規範的挑戰 

圖 5-17 響應同志遊行情色版 

 

資料來源： 

雖然行動響應創作的數量也不多，但至少會有針對一年一次的同志遊行或與

同志相關議題活動的響應創作。因為男同志插畫家們皆是要吸引同志的注意，除

了反映同志生活提供娛樂，為同志發聲也是必然，算是身為同志公眾人物使命感。

同時身為社會的一份子，男同志插畫家也關心國家大事，且也因為對於政府的不

滿，使他們也想讓粉絲注意到國家大事，因此在粉絲頁上也有少部分「政治諷刺」

的插畫創作，讓他們宣洩對政府不滿的同時，也讓同志們能參與到這些議題。 

四、 政治時事諷刺 

諷刺漫畫最早出現在報紙雜誌上，用來諷刺政治人物或時事，表達內心不

滿。如同時代變遷，也同樣出現在 Facebook 上，像是插畫家 nagee 分享過作品

「明年的承諾」，用詐騙集團形容、諷刺政客都開空頭支票，選前所保證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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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都做不到（政治中心，2015 年 08 月 20 日）。政治諷刺並非男同志插畫家的

主軸，但仍有無法忽視的政治事件，例如「服貿議題及太陽花運動」便讓插畫

家們從中找到發揮空間，藉以諷刺執政者的失職及政治人物的失誤。 

 2014 年 3 月因馬總統一句「鹿茸是鹿耳朵裡的毛」，讓許多人傻眼，因為

鹿茸指的是鹿角，因而掀起一股馬式創意接龍。有網友搞 Kuso，照總統邏輯，

說蒜頭長毛就叫做「蒜茸」，人蔘長毛叫「蔘茸」，至於馬總統身上長毛，就是

「馬卡茸」，嘲諷意味十足（邱婉柔，2014 年 03 月 15 日）。服貿一直備受質

疑，許多民眾感到擔憂，認為不該貿然簽定，但馬總統仍堅持通關，引發民眾

不滿，謝岡寶及賈文青也以創作來諷刺總統的無動於衷（圖 5-18；圖 5-19）。 

圖 5-18 馬卡茸之一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圖 5-19 馬卡茸之二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兩個插畫不僅諷刺了馬總統的口誤，把「茸」誤解成了耳朵的毛；同時也諷

刺馬總統不顧民意，執意要推行服貿，就好像馬總統耳朵真的長毛，不顧民

怨一意孤行，成為名副其實的「馬卡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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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諷刺馬總統的失職，「天菜與小餿水」上有另一則針對服貿的創作（圖

5-20），表達出對於服貿通過後的擔憂，謝岡寶認為一旦服貿通過，自己的作品

就會被他人仿冒甚至連自己都被取代，最後作品長怎樣都不知道。而在「假文

青 蓋時尚」上則是針對 318 學運的創作（圖 5-21），該圖不僅諷刺了「馬卡

茸」，同時也諷刺立委邱毅當時將太陽花誤認為香蕉及立委蕭家淇事後抱怨太陽

餅被吃掉兩個荒謬事件。作者賈文青以小小兵形象來顯示三位人物的無理取

鬧，更突顯三位人物只在乎自己而不在乎學運真正的用意。 

圖 5-20 服貿對插畫家的影響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圖 5-21 服貿三傻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服貿事件同樣也引起各知名插畫家如 H.H 先生及 Cherng 等及各方人士的

注意，顯示這是不分性別不分職業，大家都關注的議題。雖然這樣的諷刺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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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並不如反映同志生活的創作受歡迎，但插畫家仍會堅持創作來引起粉絲

對事件關注，謝岡寶及賈文青皆表示，在粉絲頁分享政治時事的創作，主要是

因為自己關心這個議題，希望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善用在粉絲頁的影響力（謝

岡寶，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2 日；賈文青，訪談紀錄，2015 年 8 月 20）。 

 然而對於馬英九先生的諷刺，並非始於反服貿運動，自其當任總統執政以

來，便常遭受人民攻擊他親中賣台，更有人攻擊他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以

及馮光遠先生說他與金溥聰先生的「特殊性關係」，這些都是對於馬先生的諷刺

攻擊。因為其親中形象，謝岡寶便將他與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畫作同志情

侶，表示兩人為親中伴侶，並加入性暗示，增加對馬總統的諷刺（圖 5-22）。因

此情色元素也存在於政治諷刺的插畫中，顯示男同志插畫家運用情色元素的頻

繁與平常。 

圖 5-22 馬梁性愛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這些諷刺創作以簡單的一張圖及少許的文字，清楚表達創作者對事件的理

念，不會有文字般的生硬，也不會過分直接。然而這樣的諷刺創作，難免會引

起力挺方的反感，造成不必要的紛爭，因此這樣的創作在非以政治諷刺為主的

粉絲頁上並不常見，在男同志插畫家的粉絲頁上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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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男同志插畫家運用粉絲頁及圖文創作來表達對於政治時事的關心，並希望

粉絲們也能一同關心參與的意圖，就如同 Vie（2014）所述，是以一種網路的

微小行動，來引起大家對議題的重視，而當議題能見度在網路上高漲時，便可

能影響現實的行為，而真正付出行動產生改變，2015 年九合一選舉的結果便是

個很好的證明。 

對於政治人物及恐同者的諷刺惡搞，就如 Lin（2007）描述網路娘娘腔行

為對異性戀霸權等的反制，讓社會注重同志不僅是為自己而戰，也為人民而

戰。「綠黨社民黨聯盟」立委參選人呂欣潔所說：「推動同志參與政治是重要的

一步，因為他們不是只是同志，也是台灣公民，所以長期照護、勞動權益、薪

水、年金改革等議題，也和同志有關（郭佩凌，2015 年 10 月 24 日）。」 

同時呼應插畫漫畫的文獻，就如同 BL 漫畫中提供對抗異性戀社會的方

式，這些社會議題性的插畫提供了同志與社會對話的契機，以及對於不公言論

的反擊，也讓同志有對抗社會壓迫的勇氣。一如 Shiau（2013）指出愛滋 NGO

漫畫對於疾病及病人的污名反轉，議題性插畫也反轉了同志的被動性，讓同志

變成能主動參與議題的一份子，也讓原就屬公民的同志，更穩固了其公民性。 

原本應以言論話語來發聲發話，男同志插畫家以圖文創作代替發言，形成

以「畫」來代替「話」，表達對政治時事及自身議題的關懷與參與。這些插畫雖

然是出現在男同志插畫家的粉絲頁上，且多以男同志為主體，但如同同文獻所

述，其描繪是以當下的政治及社會為其描繪的重點，這些以男同志為主體的粉

絲頁並非只是圍繞男同志而已，而是也會批判政治、呼應政治活動或社會運動

以及反擊恐同言論。 

 同時情色/色情也存在於男同志插畫家連結參與社會的創作中，顯現同志的

性不僅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用以發聲發「畫」的一種方式，讓社會更重視同

志的聲音，也更凸顯其表態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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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情色/色情的操作與限制 

甯應斌（2008）認為，色情之所以吸引我們，是因為它踰越規範，超越社

會限制的界線。但也因為色情的越界，才凸顯色情的意義與價值，就如同先前

所述，即便有性愛場景的藝術畫作，其所強調也是兩人間情感的細膩，且色情

中也有許多面向如政治及教育等功能。歷史學家也曾證明，色情從古至今，都

一直是對抗政治和宗教權威的社會批判，是攻擊官僚的工具（Kipnis, 1999/鄭亘

良譯，2008）。 

 男同志插畫中的情色色情，同樣也具其特殊意義。就如前兩章已分別描

述，男同志插畫家再現了生活中的「性」，使男同志的性生活可以被自然看待，

且被公開呈現，表達出同志的性並非骯髒可怕的意念。而同時男同志插畫家將

「性」用以社會議題及政治諷刺等創作，不僅引發同志對這類題材的閱讀興

趣，也增強了在訴求表達的張力，展現出同志於社運中的獨特方式。因此操作

情色/色情，是男同志插畫家以具有意圖及意識的進行。 

一、 情色/色情的操作 

男同志插畫家描繪性愛的場景描繪，有時所表達的並非與性直接相關的議

題，而是以性引導出真正欲傳達的議題，例如賈文青描繪以前的人性行為完後

會抽菸，但現代人會忙著使用手機，而使用手機的目的為炫耀自己性生活美滿

豐富，不僅顯現時代的變遷，也諷刺現代人什麼都要拍照打卡上傳 Facebook 的

習慣，好像生活已離不開社交媒體了（圖 6-1）。 

而毛兒則是以描繪性生活中的錯誤示範，強調性應為兩人互動，而非只是

單方得到愉悅，如果只顧自己愉悅或只希望對方幫自己服務，而不願幫對方做

出同等對待，會是個令人生氣的行為且也是性愛中的大忌（圖 6-2）。因此插畫

並非在強調性交的過程，而是藉由情色的描繪，顯示出性愛中的注意事項，並

提醒網友們不該自私自利只顧自己歡愉，也要讓對方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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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科技影響性後行為 

 

資料來源： 

假文青部落格 http://ghipster01.blogspot.tw/2015/01/blog-post_8.html 

 

 

 

http://ghipster01.blogspot.tw/2015/01/blog-post_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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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賈文青而言，色情或情色的創作，就如同流行音樂中的芭樂歌，是一種

商業市場導向，大家也比較愛看（賈文青，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10 日）。因

此暗示性的性描繪，成為吸引更多粉絲的最佳利器，也讓「假文青 蓋時尚」累

積近十萬粉絲，可屬男同志插畫家中最受歡迎的一位。而李大桃同樣有性的操

作，其粉絲人數也超越毛兒及謝岡寶這兩個先進前輩。 

為維持高人氣，賈文青在插畫中維持其使用性元素的風格，再加上男同志

生活的性互動經驗總特別能引發共鳴，因此性成為賈文青呈現的手法。同樣李

大桃也在後期增加許多同性伴侶間的十八禁插畫創作，雖然都被放置在另外的

網站中，但同樣引發粉絲興趣。而賈文青及李大桃層都將性元素與節慶結合

（圖 6-3，圖 6-4），不僅形成另一種慶賀方式，也作為與社會節慶文化做另一

種的連結。 

圖 6-2 自私的性行為 

 

資料來源：毛兒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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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端午粽擬人化情色版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圖 6-4 性愛聖誕節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對於情色的不避諱，以及把自己列為情色插畫家的定位，都是男同志插畫

家使用性素材的原因，且對他們而言，也只是一種創作方式。例如謝岡寶將童

話故事與男同志結合，而創作出一種色情童話，像是男同志版的色情小紅帽及

色情美人魚（圖 6-5）。謝岡寶表示，當童話遭遇男同志會不會是色情的，這件

事情本身就很有趣，也很值得探討（謝岡寶，訪談紀錄，2014 年 6 月 2 日）。

由於童話顧名思義是指兒童的讀物，但一旦加入了男同志的元素後是否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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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不宜？既然加入男同志元素後變成兒童不宜，何不直接加入色情元素使其

變為十八禁的真正兒童不宜？ 

圖 6-5 情色版男同志童話 

 

資料來源：謝岡寶部落格 http://www.pixiv.net/member.php?id=3256195 

如同文獻所述，大眾會將男同志直接聯想到性，而性在台灣所代表的便是

未滿十八歲不得接觸的兒童不宜，因此插畫家乾脆直接以性作為創作元素，反

而讓人無法再過度聯想揣測，因而形成一種對同志性的反轉，傳達出同志性一

樣可以被光明正大地顯露及討論，而不是只能迂迴的暗示。透過「性」的再

現，變成了男同志插畫家擁抱性汙名的方式，因為就是在表現男同志的性，因

此他人無法再以同志等於性來攻擊，也更將男同志的性更加正當化。 

且對許多人而言，對性的態度是：一方面隱藏自己的性，另一方面則以曖

昧的眼光四處窺探，想發現別人的性。在很多情況下，窺探甚至成了人們「認

識」性的主要管道（王溢嘉，1995）。插畫家將男同志的性揭露而出，提供了粉

絲們一種窺探性的樂趣，同時也理解性的豐富，就如同田龜源五郎將陽剛男性

也化為同志圈的一環，讓讀者可以意淫甚至追求陽剛男性。同時就像日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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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提供婦女們更多性愛想像，以男同志的性作為插畫也提供了讀者們更多性

愛的想像。 

二、 情色/色情的限制  

男同志插畫家以性作為創作手法，不僅提供樂趣，也在描繪生活的一部

分，甚至是作為政治的語言，讓男同志的性也是可以被呈現。然而 Facebook 使

用條款的限制，也侷限了男同志插畫家的創作多元，甚至也壓縮男同志尋歡作

樂的空間，無疑是另一種受異性戀霸權影響的象徵。雖說社群媒體提供了男同

志新的契機，可以從中尋求認同或發動網路行動，但又要求使用者必須符合規

範，讓使用者在欲暢所欲言或表達訴求時，處處受限，形成一種不公平對待。 

例如先前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使用了《Lady's 尖頭們 Free the Nipple》露出女

性乳頭的電影劇照，不僅照片被下架，其粉絲專頁更被強制關閉，因此女性影

展質疑，王大陸兌現承諾而裸泳的背部全裸都可暴露在更大媒體版面，認為這

是只許男性裸露、不許女人解放（林淑娟，2016 年 09 月）。這樣的性別不公在

男同志插畫家的粉絲頁也可見，像是毛兒要以粉絲頁宣傳個人新書時，便遭受

Facebook 限制（圖 6-6）。然而「語不驚人毛不休」並非一個以情色為主的粉絲

頁，且尚有其他以異性戀為主的粉絲頁內容更加腥羶色，因此這樣的限制無非

是因性傾向而起，而非因內容的呈現。 

圖 6-6 Facebook 依涉及情色而限制廣告刊登 

 
資料來源：毛兒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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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Facebook 長期表達對同志的友善，例如與反歧視同志聯盟合作、加強

仇恨言論控制、增加同性伴侶選項及增加同志伴侶與同志驕傲月圖示（許凱

玲，2012 年 07 月 03 日；淡藍網，2014 年 06 月 03 日），但在實質的使用上，

男同志插畫家們仍可能遭受惡意檢舉，因而發展出另設外站的因應策略。然而

Facebook 仍屬最大社群媒體網站，且不斷的收購擴張，若未來越來越多網站與

Facebook 有相似的限制條款，那對於男同志插畫家的創作多元只會更加限縮。 

因刑法第 235 條的規定：「若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或

影像等，則會被處以刑罰或罰金」。男同志插畫家的部落格，即便擺脫使用條款

的限制，仍須顧及法律限制，無法直接公開過分色情的插畫，因此在其放置情

色插畫的網站上，也設有條件限制，例如在賈文青另設的網站上，若想觀看私

密空間中提供有男性性器官裸露的插畫，則需要輸入密碼，密碼為象徵男同志

性愛的「1069」四個數字，而密碼提示在原本粉絲頁上，因此網友不僅要關注

粉絲頁，也要了解男同志文化，才能順利進入私密空間。 

「性」變成是男同志插畫家的一種操作手段，可以增加插畫對粉絲的吸引

力，也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以「桃色壞男孩」為例，該粉絲頁在觀察初期並不

出名，粉絲人數大約也才三萬。但後期開始另設部落格，並放置情色插畫，但

同時設置密碼而不能直接觀看。網友若想得知密碼，就必須先在 Facebook 上公

開分享一則該粉絲頁上的插畫，才能索取密碼，且密碼每個月更換，因此必須

每個月都分享一次（圖 6-7）。在網友分享的同時，便替「桃色壞男孩」打開知

名度，也幫助粉絲頁增加人氣，因此粉絲人數在短時間內就衝破五萬。 

圖 6-7 「桃色壞男孩」的通關密語 

 

資料來源：「桃色壞男孩」 

 



- 79 - 
 

同樣以「性」作為操作手段的「假文青 蓋時尚」，不僅粉絲人數維持最

高，更是四位中為一已推出兩款通訊軟體 Line 貼圖的插畫家，可見其知名的程

度。在不觸法的情況下，插畫家成功運用「性」作為吸引粉絲的條件，並運用

Facebook 的分享功能，或搭配密碼的設定限制，讓插畫更難取得，以幫助自己

及粉絲頁能更加受歡迎。 

相較於「桃色壞男孩」及「假文青 蓋時尚」，「天菜與小餿水」及「語不驚

人毛不休」皆不是以情色為主打，因此其人氣皆不如另外兩位。謝岡寶及毛兒

兩位插畫家雖然也有情色插畫的分享，但公開性並不高，謝岡寶使用的部落格

需要另外登入帳號密碼或連結 Facebook 或 google 帳號，因此較不被注目，毛

兒更是只在 Facebook 個人版面分享，雖然是公開發表，但前提是必須搜尋到個

人版面，且網友無法直接連結個人及粉絲頁，因此對粉絲頁的人氣也無幫助。 

Facebook 以對情色裸露的插畫有所限制，而男同志插畫家在另設網站上的

色情插畫又加以設限，讓粉絲們須通過重重條件才得以取得，無疑是雙重限

制。而這樣的設限雖是礙於法律因素，但卻也缺乏挑戰規範的精神，就連一般

色情網站都只詢問是否已年滿十八，男同志插畫家的設限便顯得只是為了增加

人氣的手段。 

小結 

男同志插畫家不斷以「性」作為描繪手法，可說是對於規範的挑戰，男同

志主體的情色插畫不僅顯露出社會對性的規避，更是以規範限制男同志「性」

的呈現，因此同志書刊需列為十八禁，同志電影也絕非普遍級。性的展現成了

另一種「惡」趣與發「畫」，不僅嬉戲了男同志的性使之親切化，讓每個人都可

以觀賞，也諷刺異性戀社會對待同志的不公平，及對男同志性愛的鄙視，也對

會發表了正視同志「性」的概念。 

雖然毛兒表示，「自己會在粉絲頁減少關於性這類的創作，是因為它是公開

性的東西，怕外人（非同志族群或同志友善者）會誤會，反而加深對同志的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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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毛兒，訪談紀錄，2015 年 8 月 30 日）。但同志的性並非惡的存在，它是

可以被自然的呈現，去讓社會正視同志性的存在。同時它也可以是一種政治的

語言，讓所欲訴求的想法理念，更強烈的表達，同時吸引更多人注意。 

無法直接取得的情色插畫，固然也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但只把性作為操

作手段來增加名氣，卻也顯得膚淺，就如同男同志為了個人人氣，會在社群媒

體或交友軟體上賣弄臉帶身材，甚至提供更露骨的全裸照給粉絲索取，但時間

一久不但失了自己的格調，也會讓人開始覺得乏味。雖然情色插畫的操作能引

更多的關注，但關注的重點應擺放在所欲引發思考的議題，而非只是關注是否

有利於自己名氣的增加。 

以「性」作為插畫再現的一部分也仍限縮於社會對於同志創作的想像，從

過去文學到電影的創作，只要有同志的存在，就一定會有性的發生，不論這個

性是含蓄或激烈，把同志與性放在一起，以成為通俗。然而同志文化不只有性

文化，還有其中的身分條件、年齡階級甚至是娛樂性藥物與 BDSM1等爭議性文

化，都是值得被再現及探討。 

因此本研究認為男同志插畫家在性的使用操作上，應該更加著重議題的探

討，不應只是淪為俗套，把它當作是創造高人氣的工具，而是應連結更深層的

性議題，例如性暴力或性疾病，這些值得探討的議題，且透過插畫家對這些性

議題的再現，也可提高男同志對這類議題的了解與思考，同時也可讓社會了解

到男同志的性不只是享樂或淫亂，而是如同異性戀的性不只是享樂或傳宗接

代，有更多性之中的權力關係、互動配合及協商機制等複雜因素的存在。 

 

 

 

                                                      
1 BDSM 分別代表：綑綁與調教（Bondage & Discipline，即 B/D），支配與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即 D/S），施虐與受虐（Sadism & Masochism，即 S/M）。有些人透過這些方式得到

性愉悅，為一種特別的性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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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一、對插畫的批判 

雖然男同志插畫家所創作的題材皆來自於個人或他人經驗，或是對於同志

社群生態的觀察發想，但最終的再現都是從插畫家的角度出發，難免會有與之

意見不同或無法認同創作的反應出現，因而造成一些爭議。然而插畫家選擇了

最終的再現內容形式，這些插畫便就可受公評，因此本章會一一論述在權力下

的再現問題。 

就如先前所述，在毛兒反映「大學生了沒」的同志姊妹現象時，該則插畫

回應就指涉了毛兒對陰柔同志的排斥。此外，由於這些男同志插畫家在同志圈

內都屬知名人物，因此他們是處在一個相對有身分地位的角度，所再現出的插

畫便可能仍服膺於陽剛及異性戀霸權的視野，因此過於保守及單一，不夠具有

同志或酷兒對社會的挑戰，所以對於這些插畫的看法上，存在一些爭議，因此

本章進行對插畫的批判，包含了外貌分類下的傷害及視陰柔為不良。 

（一） 外貌分類下的傷害 

大部分在男同志插畫家中的人物角色，都符合男同志主流樣貌的形象，不

論是帥氣健壯或可愛肉狀，都是男同志社群中所喜好的，且多半時候這些人物

在插畫故事中都是被欲求的，也就如同男同志社群的真實情況。而若是被插畫

家設定為不被欲求的角色，便會藉由此角色透露出「醜人別作怪」的意涵，或

若屬於不被欲求者，就必須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如多讀書、鍛鍊身材或培養才

藝等，而不能只是批評他人不認同自己或自我埋怨。 

在一則男同志外貌協會的插畫中，描繪了長相不好看的男同志詢問網友一

意見卻遭受網友攻擊，爾後截圖討拍卻又再被攻擊，說明男同志社群對醜男的

不友善。但其中回應指出插畫家再現長相欠佳男同志的網路展演行為時，便是

在歧視這類型的同志（圖 7-1）。雖說插畫家是在描述其所觀察到的真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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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有許多網友對這類行為有所共鳴，認為是笑話一則無傷大雅，但事實上有

些同志會因這種笑話而受傷，因為他可能屬於不被欲求的類型，或他有類似行

為被網友攻擊的經驗而插畫便形成二次攻擊。 

圖 7-1 男同志對醜陋的不友善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因為既不被欲求，還可能成為別人笑話的對象，或甚至被認為是活該被攻

擊，因此這類插畫便會讓這些人覺得自己在同志社群內得不到認可，因而也無

法認同自己，反而對他自許身為同志族群的一份子並不有利，更可能導致他出

現自我貶低或傷害的想法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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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插畫家藉由長相欠佳男同志角色來諷刺社群內的外貌協會現象，但卻

也讓一些現實生活中不被欲求的男同志遭受二次傷害，而他們唯一的價值只是

用以對比帥氣男同志的高傲自大及反應男同志對外貌要求的膚淺。即使插畫家

們是希望藉由這樣的反諷對比來警惕大家，但刻意凸顯「醜男也多作怪」的插

畫卻可能會令人感到難過，因為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外貌遭受他人批評，更何

況是作為創作嘲笑的一部分。 

且近年在台灣同志運動中，已出現非常多強調個體及多元的主張，例如

2015 年第六屆高雄同志遊行便以「身展操」為主題，表達身體展現操之在己，

同時也延伸出「身體自主、展現友善及操暴父權」的意義（劉珮芬，2015 年 04

月 15 日）。因此陽剛不應再被強調，而是重視所有性別氣質，外貌也不應被視

為男同志生存的唯一條件，如同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Lupita Nyong’o 所言：「永遠

不要用長相來定義自己，你的外表無法決定你的價值。真正永垂不朽的美麗，

來自你對自身以及身邊的人的關愛，那會活躍你的心、振奮你的靈魂（轉引自

梁喆棣，2014 年 07 月 17 日）。」 

（二） 視陰柔為不良 

除了因外貌描繪而起的爭議，男同志插畫家在處理性別氣質時，仍屬缺乏

性別多元意識的，甚至將陰柔列為次等。例如陰柔氣質男同志的形象大多是身

形單薄，頂多一點小肌肉，臉蛋清秀無蓄鬍，若是位外表陽剛但內在很娘（陰

柔）的男同志角色，便會突顯其內外不協調，故會引起他人反感。顯示即便外

表陽剛，但一旦性別氣質陰柔很「娘」，便是不被欲求或不被允許的。 

從插畫中不僅感受到男同志社群內的拒「娘」現象，也透露出若是屬於

「娘」的男同志，就應該是符合「娘」的外型，像是現實中日韓花美男的形

象，而不應刻意營造自己為陽剛形象，否則更令人反感。然而同志對於陽剛形

象的崇拜並非一日之寒，異性戀陽剛霸權下的男性必須是陽剛，男性陰柔便會

被聯想為同志，因而男同志為破除這種印象，對「娘」的拒斥更是嚴重，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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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認為自己喜歡的是男人，真正的男人是不可以娘的，娘是女性的象徵，因

此男同志更是極力與娘劃分（Hao, 2015 年 10 月 27 日）。 

以「娘」作為嘻笑他人的語言，並不會讓人感到愉快，雖然蔡康永曾說

「娘」也可以是讚美的語言，但除非當事者也能自我解嘲，不然在現今的社會

脈絡中，「娘」仍是一個負面大於正面的字眼（蕭昭君，2009 年 07 月 15 日）。

對於性別多元敏銳的男同志而言，插畫家對於陰柔男同志的描繪，也會是一種

攻擊，且是一種以身為陽剛男同志的排斥但插畫家本身不自知。因此「娘」不

應該被輕易使用，即便是對於執政者的不滿，也不該用使之陰柔化的手段。 

 作家馮光遠曾以「特殊性關係」形容馬英九先生與金溥聰先生的關係，遭

到金溥聰提告。在台灣社會中也常有以「娘」攻擊馬先生以表對其執政不滿，

但為何討厭一個人，就要將他「陰柔化」或「同性戀化」？只因為他執政表現

不好，就不配身為男人？社會大眾也普遍認同，就便是對陰柔的歧視（Hao, 

2015 年 10 月 27 日）。社會中對於男性的要求突顯了陽剛霸權的壓迫，而若身

為男同志的插畫家也以此為創作題材，便是服膺於陽剛霸權的象徵（圖 7-2）。 

圖 7-2 五星仙子 

 

資料來源：「天菜與小餿水」 

「馬英九跟金溥聰是同性戀夥伴，這

不是新聞，而是台灣無論藍綠陣營中

都有的傳聞」（曹長青，2010 年 08

月）。以紅底五星象徵中國，並將馬

總統化為戰士仙子，象徵其為中國而

戰的身分，謝岡寶更將之描述為即將

對反服貿人士進行懲罰（參考資料：

「天菜與小餿水」）。然而此一作法也

可視為插畫家認同「娘」或「女」為

不良或次等的表現，因而才透過將馬

英九先生女性化，使之不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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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插畫家們在描繪陰柔男同志或諷刺馬金特殊性關係時，給予粉絲們不

少樂趣，但在一些同志的眼裡，這突顯了插畫家們性別多元意識的缺乏。由於

「娘」在目前社會脈絡中的意義，仍不屬正向用詞，一位男性被冠上「娘」的

同時，他也隨之被次等化，對被列為次等的同志而言，更不願與之連結。因此

對性別多元意識敏銳的同志而言，在社會未將「娘」正向化前，「娘」是不該被

輕易使用的。如果連同志都用「娘」彼此攻擊，社會更可以之攻擊，對性別多

元及友善並無所幫助，更可能會造成下一個「葉永鋕事件」2的發生。 

小結 

 由男同志插畫家所再現出的男同志主體插畫，雖然反映了男同志社群的部

分現況，但也很難避免插畫家本身主觀意識的存在。即使插畫家只是想再現出

所見所聞，但他們呈現的手法畫風或呈現的角度面向，便是插畫家的主觀意

義，因此會引發一些爭議。不論是外貌或性別氣質，只要處理稍不注意，就會

引人不悅，也就會被批評為是在嘲笑不佳外貌或歧視陰柔同志，雖有大部分的

粉絲支持插畫家，但也仍會有網友無法認同。 

 對無法認同插畫家的網友而言，這些插畫家的行為不僅是服膺於異性戀霸

權或陽剛政權的表現，同時也幫助了這種概念強化且深植在同志社群。對他們

而言，男同志插畫家是默許了外貌限制及陰柔歧視的發生。而當有網友批評插

畫家時，就會有支持的粉絲幫忙護航，認為插畫只是在現了這種情況的存在，

沒有惡意攻擊的意味，且大家可以接受攻擊帥哥，卻無法幽默看待醜男被攻

擊，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而支持男同志插畫家的粉絲們，同時也被不認同的網友們攻擊，認為他們

也是陽剛霸權的一員，或已把自己內化為陽剛帥氣崇拜者，因此無法客觀看待

                                                      
2 葉永鋕因其性別氣質陰柔而常遭受學校同學霸凌，故常選擇在下課前提早去上廁所，在 2000

年 4 月 20 日早上，他同樣提前離開教室去上廁所，卻沒再返回教室，後來被發現倒臥血泊中，

送醫後仍過世。葉永鋕的死因在各方證詞與未經證實的猜測下有不同版本，但普遍認為是學校

未重視他的性別特質，也沒有多元性別教育。此事件促成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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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所存在的問題。但同時支持方的人便認為反對者是雞蛋裡挑骨頭，太過嚴

肅看待，因此雙方爭論不休。而插畫家們始終保持中立，讓網友們更自表達，

但也會適時澄清自己的動機目的及自身的態度認知。 

 從男同志插畫家的角度來看，他們選擇了再現議題的面相及內容，如外貌

偏好及陰柔歧視都是男同志圈內一直存在的問題，因此真正的問題是在這些議

題上，而非插畫家身上，且也因為有這些插畫，粉絲們才會對這些議題有所思

考及討論。而性的操作也是因為粉絲們喜好，才不斷的提供，且也是男同志插

畫家樹立風格的方式之一，粉絲們也樂此不疲，且也只有先以吸引更多人注意

為前提，才有對更多人產生影響的可能性。 

 本研究雖不認為男同志插畫家們是故意在嘲笑或歧視他人，但這是他們選

擇後的結果。在再現的過程中，礙於版面長度，因而產生的忽略及瑕疵，因此

本章重點是對於插畫內容及其所選擇的方式的議論，提出異議及見解，並非對

男同志插畫家本身進行批評。但又同時希望他們在未來插畫創作中，能夠更加

謹慎注意，因此提出批評。 

二、研究結論 

 從前面的探討中可發現，男同志的生活經驗與社群媒體及新手機科技與軟

體的影響有所相關，不論是展現、社交或情感追求，甚至連性互動都與這些新

媒體新科技有關。如同文獻所述，因為社群媒體的出現，讓每個人都可以自由

展現自我，男同志也透過社群媒體的連結性，而找到更多朋友同好，且因為男

同志對於觀感刺激的要求，紛紛將自己包裝為大家所欲求的對象，也不吝嗇於

展現自己的身材臉蛋，相較於早期的網路交友，社群媒體的連結不僅更跨時跨

地，其展現也更加大膽，只穿內褲讓性器若隱若現的行為更是比比皆是。 

 而手機新科技及軟體的使用，更讓男同志隨時都能分享自己最新狀態，而

照片的使用更是以過去以文字交友的形式大不相同，男同志們也能即時回應互

動，甚至透過私訊聊天，因此讓男同志有更多發展，不論是交友找伴或群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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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都有可能。手機軟體的使用，則讓男同志可以定位所在地，搜尋附近同好，

也簡化了傳統聊天室的對話過程，更快找到自己所欲求的。 

 然而在新媒體新科技的使用過程中，便會出現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狀況，

例如條件的限制、三分鐘熱度及自私的性行為等等，這些也成為男同志插畫家

們的靈感來源，粉絲們不僅能獲得樂趣，且對於插畫家的再現也多深表認同，

不論是發生於自己或他人，都能找到共鳴。這些插畫不僅充滿趣味，也極具挖

苦意味，諷刺了真實上演這些情節的男同志們，也告誡了其他人不要再有類似

行為，形成了插畫的「惡」趣。 

 對於社會的歧視言論或不公行為，男同志插畫家不僅無法忍氣吞聲，更以

插畫加以反擊。過去面對攻擊言論，同志多選擇以話語論述加以反擊，插畫家

們善用專長，以「畫」代替「話」，不僅具有趣味，攻擊性也更加強烈，以簡短

的插畫漫畫代替冗長言論，增加網友們願意閱讀的機會，並藉由嘲笑攻擊言論

的荒謬，讓插畫反擊變得親民但卻力道十足。對插畫家而言，發表插畫的「發

畫」比起發表言論的「發話」，是他們較能掌握的方式，同時也來得快速有效。 

 而情色/色情的元素不僅存在於同志生活議題的插畫中，也被運用於社會議

題面的插畫中。再現同志的性生活，不僅讓同志的性更自然化，也挑戰了社會

規範，諷刺社會對同志性的壓迫，因此也形成了一種「惡」趣。而在社會議題

中加入性元素，增加了插畫的可看性，不僅引起共多注意，也加強了訴求或攻

擊的張力，形成另一種的發「畫」。 

 然而 Facebook 對於色情裸露的限制，就已使男同志情色插畫的生存不易，

因此男同志插畫家只能遊走法律邊緣，以暗示性的性行為或性器官影射，來做

為包裝。或乾脆把極具色情或裸露的插畫作品，放在另外的社群媒體如 Tumblr

或部落格網站上，再用密碼規避法律責任。但同時性的操作也淪為一種商業工

具，成為用以吸引粉絲的手法，雖然是插畫家的一種風格展現，但卻讓男同志

插畫家們在社群內有名聲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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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同志插畫家的主觀再現也引發網友們的爭論，無意識的忽略或不周全需

要改正，但仍瑕不掩瑜。且主要的批評是針對於創作而非插畫家本身，若能體

恤到會有觀眾因為插畫而受傷，或在性別氣質的描繪可以更肯定不同類型的價

值，甚至性不應只是淪為一種通俗的商業工具，而是應嘗試在不犯法的情況，

對情色做多元的表現，便可能讓男同志插畫更能突除異性戀社會的壓抑，並讓

同志族群更有立足之地。 

不論男同志插畫家是對自身社群的觀察與反思，或是對社會議題的插畫發

表，都是他們希望粉絲們能看見這些議題。每篇插畫至少可觸及上千粉絲，因

此每個所探討的議題，就能影響許多男同志去正視、了解或思考這個議題。雖

然不見得能改變態度或行為，但至少可讓男同志有所認識，像在本研究進行中

時，曾要求賈文青幫忙協助宣傳一則愛滋日的短片，希望藉此讓更多人認識愛

滋議題，而賈文青協助分享後，該文也至少吸引四百人的關注（圖 7-3）。 

圖 7-3 「假文青 蓋時尚」協助愛滋議題宣導 

 
資料來源：「假文青 蓋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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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同志插畫家的影響力，不僅在男同志社群內發散，也蔓延到異性戀社會

中。為扭轉外界對同志偏見，插畫家毛大（毛兒）在 2015 年接受〈自由時報〉

的邀請，出版新書《語不驚人毛不休》，是國內第一本由同志角度解讀同志的漫

畫，帶民眾窺見男同志的真實面貌，盼大家｢不要再誤解同志了」（劉嘉韻，

2015 年 12 月 08 日）。因為書籍的推出，毛兒也受邀至「新聞挖挖挖」2015 年

11 月 2 日的節目上分享。依這樣傳播效果而言，插畫家們可說是這些男同志社

群的指標性人物，更可以是粉絲們的意見領袖，甚至是代言人。 

 對我而言，這些男同志插畫家提供了在苦悶生活中的舒壓。因為插畫家們

所再現的經驗，自己也曾碰過聽過，因此會藉此發現自己並不孤單。且相較於

文學或電影，插畫的形式更容易親近，且因為手機的使用，可以隨時接收，並

與其他網友互動，再加上插畫家探討議題廣泛，因此對許多年輕同志而言，更

容易去理解議題並思考問題，且是值得追尋的指標。 

插畫家用創作讓男同志們獲得樂趣並反思社群問題，同時也用插畫讓同志

與社會有所連結及對話。而雖然性的操作使用是一種吸引群眾的方式，但也是

對於社會規範及壓迫的反抗，因而讓同志的存在不能被忽視。本研究仍肯定插

畫家們對同志社群的付出，他們對於現代年輕男同志而言，就好比白先勇在過

去社會未開放時的重要性，是生活中的一種調劑，因插畫再現的類似經驗而對

自身遭遇有所疏解。同時也在這股 Facebook 插畫文化中，注入多元的色彩，且

因為有插畫家為同志的發聲，讓同志族群能更有力去對抗社會歧視壓迫。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就如同男同志插畫在再現的過程，即便已盡量客觀呈現，但本研究分析過

程中難免會有自我意識的存在。本研究是從自身對男同志主體插畫的興趣出

發，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偏向文本分析的模式，雖然有文獻資料及插畫家訪

談的輔佐，但整體上略顯主觀。然而當一幅作品呈現而出時，作者就形同死

去，再現了什麼內容，便會因觀眾詮釋的角度而有所不同。 

 



- 90 - 
 

建議未來若有其他對此有興趣的研究者，可向插畫家們的粉絲進行訪談，

以增加其客觀及完整性。若要訪談插畫家本身，則可往文化勞動或科技中介的

面向去做研究，過去雖有類似研究，但針對男同志插畫家的研究目前仍屬少

有，因此未來可多開發以性別或性取向為主的傳播研究。 

 另外選擇插畫家及其作品時，本研究雖依據其使用粉絲頁的時間、粉絲人

氣、作品讚數及回應度等標準，但在社會議題類的插畫的讚數或回應上並不熱

烈，本研究因其重要性依舊列為分析對象；也有讚數或回應高的插畫，因不具

有故事性或性質接近而未被列入，在最終選材上也較為主觀。建議未來研究可

針對某一特定主題的插畫進行文本分析或是某一特定插畫家進行內容分析。 

同時最近有越來越多男同志插畫家粉絲頁出現，包含「莖私語」及

「KUANG」等等，但可能成立時間不長還不知名，或像太陽臉雖然知名，但

其性質上與其他由 Facebook 興起的插畫家並不相同，故也未列入研究中。若未

來有針對此一領域有興趣之研究，可以在廣納新興插畫家，或研究新興插畫家

是否有進入此領域的障礙，或比較像太陽臉這類有先經歷實體發展或早期由部

落格興起的插畫家如彎彎及 Facebook 插畫家的差異。 

另外建議未來研究可將性向因素列為研究考量，例如比較異性戀插畫家與

同志插畫家在粉絲頁的操作模式，或分析其人氣差異的原因，探討除了探討主

題及性向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存在。若是因個人興趣不同，則可探討哪些類型

的插畫最受歡迎，怎樣的粉絲頁操作可以創造高人氣，以提供給未來對成立粉

絲頁的個人或公司企業一些參考。 

 最後由於 Facebook 插畫熱潮是近年的新興現象，因此並無太多參考文獻資

料，在文獻對話上略顯薄弱。過去相關的傳播研究多針對於勞動或科技中介等

面向，其他領域的插畫研究則以教育或心輔類較多。本研究開創了 Facebook 插

畫在傳播領域的文化研究，雖略顯不成熟，但也為未來開創更多種視野的可

能，希望未來研究能透過本研究，發展出更多有意義及價值的分析及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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