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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網路媒體對於台灣國際酷兒影展（TIQFF）與其播映的
酷兒電影之討論。本研究以內容分析和主題分析法，蒐集 2014 年至 2019 年共六
年間的官網和三家台灣網路論壇《女人迷》
、
《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
台》對 TIQFF 和酷兒電影的相關文章，探討其對於 TIQFF 和酷兒電影的討論以
及呈現方式。本研究發現：一、自 2015 年開始於網路上出現 TIQFF 與酷兒電影
的內容，並以 1000 字以上的篇幅為主。二、書寫台灣國際酷兒影展與電影多以
男同性戀（Gay）電影為主。三、媒體討論酷兒電影時的主要主題分別有主題劇
情、延伸討論、電影編導、上映時間、電影演員、電影類型和得獎肯定。四、媒
體討論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時則著重於宣傳影展、理念和代言上，並透過代言人、
導演等人分享自身經驗以呼應影展理念，使得閱聽眾在參與過程或是閱讀後能了
解他們的想法，進而引發自身的思辨，再與他人討論，形成一文化公共領域。
關鍵詞：酷兒影展、酷兒電影、文化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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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discussion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Queer Film Festival (TIQFF) and the queer films in Taiwan’s online
media.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intends to scrutinize the various facets of content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t ways of presentation of the articals toward TIQFF and queer
films in online media. In terms of research design, to study the online text database of
the TIQFF’s official websites and the three forums in Taiwan – Womany, GagaTai and
LalaTai – as the main sources for data-gathering. Text contents regarding TIQFF and
queer films within the six-year time span (2014-2019) were collected, and a sample of
209 text segments was randomly selected for conducting content analysis. The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thematic analysis have several significant findings. First of al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TIQFF and queer movies has appeared on the Internet
since 2015, and the content was mainly more than 1,000 words. Second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rticles mainly focused on gay movies. Furthermore, the main
themes of the media when discussing queer movies were theme, discussion, movie
directors, premier, movie actors, movie genres and awards. Lastly, when the media
discussed about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Queer Film Festival, they focused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film festival, concept and endorsement, and through the sharing of
their own experiences by spokespersons, directors, etc., to echo the concept of the
film festival, so that the audience can understand them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r reading. Ideas conversely trigger their own speculations, and then
discussions with others, forming a cultural public sphere.
Keywords: Queer film festival, Queer cinema, Cultural 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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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相較幾十年前，台灣社會有越來越多關於酷兒的公開性論述，但這仍存在許
多問題。所謂的酷兒，其對應的英文是「Queer」
，原是對同性戀者的貶抑稱呼，
由於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興起，許多人便以此名詞自稱，之後引進台灣由《島嶼邊
緣》依其讀音和搞怪酷炫的風格，將其譯為「酷兒」
（紀大偉，2015）
。全球各地
有許多酷兒爭取自身權益的遊行以及相關活動，台灣也不遑多讓，但是這些活動
主要還是分佈於大城市，其中願意公開表述自己酷兒身分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
受到社會排斥以及嘲諷的對象。
綜觀台灣幾十年酷兒（Queer）發展的歷史，從涵蓋同性戀主題的文學作品，
到愛滋病爆發，同性戀身上有許多負面標籤，大眾對其有許多不好的刻板印象，
不過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媒體報導並關注國外的同性戀新聞和電影（魚玄阿璣、
鄭美里，1997）。到了 1990 年代，新酷兒電影（New Queer Cinema, NQC）傳入
台灣，而同一時間台灣的酷兒們也開始站出來為自己發聲，1992 年的金馬國際
影展更是初次出現「同志影展」單元，隨後陸陸續續有同志書店、同志社群等場
域和團體的出現，讓酷兒們藉此抒發情感、尋求認同（紀大偉，2015）。
不過西方國家更早便已經出現同性戀權益運動，歐美等國經過 1969 年的石
牆暴動之後，讓同性戀者們現身投入於權益運動之中，隨之而來的是，創立最早
的酷兒影展：舊金山同性戀電影節（Gay film festival）。為了秉持包容多元性小
眾的理念，影展的名稱也加入了「Lesbian」、「Bisexual」等詞，最後為了讓影展
內容更具豐富多樣，且不侷限於特定性向與性別認同的類別中，便以「Queer」
一詞作為統稱，顯示其接納多元性別之理念。
只要含有酷兒角色內容之電影，都能稱其為酷兒電影。然而早期多以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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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題材，若有酷兒角色也多半是負面人物。1990 年代的新酷兒電影（NQC），
擁有大膽奔放的電影風格，並且對同性情慾等議題毫不避諱（Rich, 1992/2013b）
。
一改傳統沉悶、婉轉的表現手法，新酷兒電影直接呈現酷兒們的真實生活，不僅
使酷兒們有共鳴，也受到主流大眾的熱烈討論。台灣也受到這波熱潮的鼓舞，早
期如《孽子》，劇情講述的是男同性戀們受到社會壓迫的哀戚故事，色調和風格
也偏灰暗、悲情居多。然而 1993 年的《囍宴》卻受到觀眾大力支持，原因是雖
然描述一位同性戀因父母的期望而被迫與女性假結婚，但其中所表現的傳統家庭
觀念，以及東方的文化價值卻引起大眾們的共鳴（蔡宗翰，2010）。由此也能看
出，新酷兒電影逐漸邁入大眾的視線中，並且為之接受。
匯聚酷兒電影並提供播放的場域便是酷兒影展，酷兒影展收錄的風格形式和
電影主題多元，例如劇情片、紀錄片等，主題上也有探討愛滋病（AIDS）、種
族等議題（彭家維，2010）。不過仍有學者發現，酷兒影展雖然在名稱和電影形
式、主題上做到了多元包容，在影展的選片機制上卻仍然受限於策展人、觀眾的
喜好等外在因素的影響，某一性向和性別認同類別的電影仍佔多數（Loist, 2012;
Leung, 2015）。
從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酷兒影展作為酷兒電影主要的放映場域，傳達多元
價值的理念，甚至能影響政府決策（Dawson, & Loist, 2018）
，故可將其視為一公
共領域。另外，也有學者將酷兒影展視作一個「酷兒的抵抗式公共領域」（Queer
counter public sphere）（Warner, 2002）。Habermas 提出的公共領域過於理想化，
進而使許多學者對此提出批評和改善，McGuigan 的文化公共領域便是其中之一。
在以理性溝通為基礎的公共領域中，加入情感性的對話，討論大眾周遭的生活文
化、娛樂等議題（McGuigan, 1996）。而酷兒影展本身便帶有的議題性，更是提
供觀眾和電影創作者等得以對話的場域（Dawson, & Loist, 2018）。
然而注重平等參與和溝通的公共領域，其播映的內容還是以男同志電影居多，
連亞洲歷史最悠久的香港同志影展也有這個問題（彭家維，2010）。從酷兒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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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名稱的歷史中可以發現，最初的男同性戀到後來的酷兒，就是為了要達到平
等多元的目的，可是卻只做到了多元的影片內容，播放數量還是以某些性向與性
別認同之類別佔大多數，與影展理念相悖。
另外，也能從一些學者的研究中發現，這其實與電影的工作環境和觀眾喜好
脫離不了關係。由於電影工作者多以男性居多，即便女權主義興起，鼓勵女性進
入公領域，然而女性仍舊在以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中受到壓迫和被邊緣，而主要
的觀眾也多為白人男性，觀看的內容也多為男同志的故事，所以導致如跨性別等
議題的電影不受觀眾喜愛（謝鳳娟，2007；Loist, 2012）
。不過也有研究結果發現，
酷兒影展創造的公共性討論確實有做到影響政府決策的功能，像是有些西方國家
通過同性婚姻法，保障同性戀的婚姻權利（Loist, 2012; Dawson, & Loist, 2018）。
台灣於 2019 年也通過同性婚姻專法，這樣的發展過程，可能與國外酷兒影展影
響政府決策極為類似。
台灣於 1990 年代開始推行同性戀權益運動，距今已經將近 30 多年。由於早
期傳統保守的社會氛圍和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許多長輩對「同性戀」一詞極為
陌生，也無法接受。不過隨著時代的進步，同性戀議題也因為自由開放的社會風
氣而逐漸受到重視。2014 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創辦，希望能建立常態性的影
音管道，並且專屬為多元性別發聲、現身與集結認同，創造能與國內民眾和國際
對話的場域。其創辦人林志杰和林杏鴻結合商業模式和 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 Transgender）的學術專長，整合不同資源，達成共同的理念，創立台
灣唯一以酷兒為題的議題性影展（李牧宜，2016），秉持這樣的初衷，它已經連
續舉辦了 7 年。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於 2014 年甫創立之時，於台北和高雄兩地放映，總片量
60 部，映前映後座談 35 場，總觀影人次達 8442 人，同時也設立台灣酷兒獎，
希望以柏林影展泰迪熊獎為目標，藉以短片的競賽平台，發掘更多優秀的華語酷
兒影像作品（台灣國際影音與教育協會，2015）。而後 2015 年至 2018 年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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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與台南等四地放映，並積極推動酷兒影展全國巡迴，在影展結束時也能與各
縣市政府、多元性別組織或大專院校合作，讓這些討論多元性別的影片能延伸至
教育和社區之中。除了線下實體的活動，創辦人林志杰更結合網際網路與 OTT
電視營運商，讓酷兒影展引進的電影能傳播更遠，影響力更廣，林志杰也創建同
志影視娛樂平台 GagaOOLala，讓酷兒影展即便結束，觀眾也能在其平台上觀看
影展精選的電影。
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都可以觀察到它們積極推廣酷兒影像作品，力求透
過這些作品讓更多人得以討論與瞭解酷兒等多元性別議題，以此形成一文化公共
領域。而台灣社會對酷兒的報導，從早期的負面報導，到如今藉由媒體宣傳酷兒
影展，這是很大的轉變。
根據上述，可以發現酷兒影展與酷兒電影，它們的目的都是想讓酷兒以及其
生活文化受到關注。不過國內目前研究酷兒電影的文獻（蔡宗翰，2010；謝鳳娟，
2007；黃啟嘉，2013；許智雲，2014），多是以文本分析等方式，探討電影中所
傳遞的思想與價值。影展文獻也多以探討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等大型影展為主，
較少討論議題性的影展，而研究酷兒影展的文獻更是少之又少。再者對於文化公
共領域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書店、咖啡館等場域，而不是影展。另外，從國外的研
究發現，影展可視為一文化公共領域，若能了解酷兒影展如何透過媒體在公共領
域中創造一個供大眾討論的場域，對於往後了解酷兒影展的價值傳遞與其相關研
究有其幫助。本研究期望透過整理與分析歸納後的結果，可以對未來無論是研究
酷兒議題或是酷兒影展能有所參考，以促進對酷兒議題的對話與討論。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期許成為全亞洲最具代表性的酷兒影展，從 2014 年創辦
至今，舉辦過 7 屆影展。每一屆影展都有設定主題：
「愛一樣，一樣愛」
（2014）
、
「愛無所不在 We are everywhere」
（2015）
、
「為愛連結 Let’s connect」
（2016）
、
「酷
兒敢曝 Queer & Camp」
（2017）
、
「VIVA」
（2018）
、
「逗陣 Together」
（2019）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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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台灣」
（2020）
。這些主題也都各自代表其意義，像是策展人林志杰在受
訪時表示，前三屆的主題為一個三部曲，首先要表達「愛」是平等的，接著則是
將許多關於 LGBT 的觀念引進台灣落地生根，最後則是將酷兒們的愛串連起來
（李牧宜，2016）。
第四屆影展舉辦前夕，恰逢在台灣同性婚姻的釋憲案之後，策展人林杏鴻於
受訪時提到，為了能更聚焦於酷兒本身，以呈現多樣性的「敢曝」
（Camp）概念，
表達每個人都有展現自我的權利，藉此來傳達酷兒文化的差異性，並表示影展具
有與社會對話的功能，
「讓可能知道的人知道，讓不知道的有機會討論」
（波昂刺
刺，2017）
。第五屆「VIVA」則著重於呈現歷史上酷兒正面的社會力量。而 2019
年是台灣的同志元年，同性婚姻專法正式通過，第六屆影展希望能以「逗陣」為
題，不分異同，讓更多的人認識與理解「酷兒」。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以酷兒社群為主軸深耕議題，邀請許多酷兒社群重點影人
來台，舉辦映後座談，創造對話場域，積極討論議題並吸引大量媒體關注與報導
相關訊息（王慈華，2016）。而透過整理研究文獻可以知道，當個人、社群聚集
在一起，討論除了政治與文學以外的社會議題，就是一種抵抗式的公共領域
（Fraser, 1990）。議題涉及藝術文化等範疇，便形成文化公共領域（McGuigan,
2005），酷兒影展即符合此範疇。再者，酷兒電影內容貼近真實生活，讓觀眾得
以從中看到酷兒們的日常，進而了解酷兒文化，以此反應出影展中的電影選擇會
影響到觀眾對酷兒文化的理解。而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公共領域不再只是一
個實體的空間供大眾面對面討論，網路的出現，讓網路媒體不再僅具媒體的身分
而已，更是體現了公共領域的其中一個媒介（劉慧雯，2008）。
由上述可知，雖然酷兒影展每年的主題皆不同，但最終的目的還是希冀透過
影展，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酷兒電影，進而認識酷兒文化，並能相互討論，創立對
話空間。依據上述酷兒影展的活動以及學者的觀點與討論，本研究歸納出幾點研
究目的：一、整理過去與臺灣國際酷兒影展相關之影評、論壇討論等，透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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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檢視其討論的酷兒影展電影內容是否如其他學者的研究般有偏重於某一
性向與性別認同類別的電影。二、探究其所描寫、敘述的台灣國際酷兒影展與酷
兒電影的內容中具備的要素。三、了解這些文本和歷屆影展之主題以及台灣社會
對酷兒議題的討論有何關聯性。
再綜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列出的研究問題為：一、敘述台灣國際酷兒影
展的文章是否有偏重某一個性向與性別認同類別的電影？二、網路媒體描寫台灣
國際酷兒影展和酷兒電影的文章時，都會具備哪些要素？三、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的主題是否會結合台灣社會時事來決定？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因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官網並未設置第七屆（2020）酷兒影展的影展專區，
故本研究將以 2014 年至 2019 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為研究範圍，蒐集來源以台灣
國際酷兒影展官網和網路討論性別議題為主的論壇（女人迷、GagaTai 嘎嘎台和
LalaTai 拉拉台）
，並以「酷兒影展」
、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等關鍵字鍵入電子資
料庫，搜尋相關樣本。本研究主要討論網路媒體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之主題、內
容與台灣社會的連結，包括媒體對影展、酷兒電影與其文化的討論。
此外本研究旨在了解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所表達的酷兒文化意義，為單一個案
研究，故不適合推論至其他同主題影展或是其他議題性影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酷兒（Queer）
「同志」一詞最早由林奕華引進台灣，當時它所對應的英文是「Queer」
，後
來《島嶼邊緣》則將其譯為「酷兒」。然而兩個翻譯名詞還是有些區別：「同志」
原是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拿過來的翻譯，它所追求的是積極參
與公共活動，尋求人人平等；而「酷兒」是由於歐美的歷史背景，以及新酷兒電
影（NQC）的出現帶有反抗意味，開始質疑身分認同，認為即便都喜歡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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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個個體還是獨一無二（紀大偉，2015）。況且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策展人也
提到，「酷兒」不僅具有政治性的抵抗力量，又有多樣性的概念，影展才以「酷
兒」為名，而非同志（波昂刺刺，2017）
。故本研究基於這個前提，針對「Queer」
一詞，皆以「酷兒」作為翻譯。
二、酷兒影展
許多大型影展會設置酷兒單元，播映酷兒電影，但酷兒影展還是主要放映酷
兒影像的場域（Loist, 2012）
。故本研究所指稱的酷兒影展，是以播放酷兒電影為
主的影展，而非設有酷兒單元的影展。
三、酷兒電影
廣義的酷兒電影即是表達 LGBTQ 之形象、故事和感情的電影（Loist, 2018），
故本研究所稱的酷兒電影，即指內容中有包含 LGBTQ 角色與故事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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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再透過文獻的搜集與匯整，建立研究架構，
接著搜集與影展相關之次級資料，再匯整與分析資料，最後得出結果，撰寫結論
與建議。本研究架構如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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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際酷兒影展之概況與理念
影展，又可稱之為電影節，英文是「Film festival」，是一場屬於電影的慶典
或嘉年華（吳凡，2009）。影展有展演、市場和文化活動等功能，提供電影合作
拍攝、投資、宣傳和播映的機會，它不僅是重要的文化和商業活動，也是政府和
國際企業的活動場域（葉月瑜、戴樂為，2011）。而對於酷兒文化來說，影展更
提供一個平台讓其能展現，雖然早期的觀念，影展就只是播放電影的展覽，不過
它同時也增強酷兒們的信心並引起政府關注（Rich, 2013b）。
1969 年美國紐約發生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引起同性戀者起身反抗
政府的壓迫，也開啟美國，甚至全球同性戀為自己權益發聲的契機，並且建立一
個新的世代、新的電影風潮（Rich, 2013a）。1970 年代出現在美國的男女同性戀
電影，多以紀錄片或實驗電影為主，在影展成立之前，這些酷兒影像（Queer image）
會在圖書館、大學或社區中心等地方放映（Zielinski, 2008）。
追溯酷兒影展的起源，可以發現酷兒影展除了是一個傳達酷兒文化與影像的
管道，更是提供酷兒成員建立社群的場所。最早的酷兒影展是源自於 1976 年的
舊金山同性戀影展（Gay film festival）
，當時還未稱為酷兒（Queer）
，於 Harvey Milk
的店裡放映同性戀獨立電影，由一小群當地的電影工作者（白人男同性戀）所組
織籌備，內容也少有女同性戀的影像（Zielinski, 2009）。繼舊金山影展之後，紐
約的同性戀影展也於 1979 年開展，雖然一度於 1987 年停止舉辦，不過又於 1989
年以 NewFest: The New York LGBT Film Festival 之名重新舉行，而當時同性戀權
益運動也日益壯大，1980 年代晚期，影展也傳揚至整個北美和西歐國家（Loist,
2012）。
不過當時正逢女權主義的興起，和愛滋病（AIDS）的發生，許多女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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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同性戀權益運動歧視與邊緣女性（Loist, 2012）。又 1985 年之後，Susan
Seidelman 執導的《絕望的蘇珊》（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1985）和 Donna
Deitch 執導的《沙漠之心》（Desert Hearts）（1985）引起女同性戀觀眾以及電影
工作者極大的迴響，並讓女性甚至女同性戀更有自信創作電影（Rich, 2013a）
。
所以後來舊金山同性戀影展將名稱改為「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
，甚至
將「Lesbian」一詞移至開頭，讓女同性戀能得到更多的關注（Zielinski, 2009）。
為了表現更多的包容性，許多影展也將名字擴增為 LGBT，其中 B 代表雙性戀
（Bisexual）
，而 T 則指跨性別（Transgender）
，至 1990 年代時經由影展的擴張，
也能看出媒體對多元性小眾族群內容之表達更為尊重（Loist, 2012）
。後來 LGBT
族群團結起來，並表達對愛滋病患者的關心，以及為了不再劃分性別認同之類別，
便以「Queer」做為統稱（Dawson, & Loist, 2018）。
影展可以說是塑造身分認同的場域，它要不斷的進行自覺的決策，決定想要
其內容如何被看見（Gamson, 1996）
。酷兒影展與其他影展不同之處就在於內容，
雖然有些大型影展也會播映擁有同性戀角色的電影，但酷兒影展還是主要放映酷
兒影像的場域（Loist, 2012）。
而關於酷兒影展是否具有包容性與多元性，Leung（2015）提出了兩個影響
因素：第一是影展的命名，「Queer」一詞比起「Gay & Lesbian」，更能代表影展
的多元性和價值，也能讓觀眾了解性別的身分認同其實有其它變化，為了避免因
為影展名稱而讓影展播映內容之性別認同類別受到侷限，故影展並不直接以 Gay
& Lesbian 來命名，像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 Pink Film Days，或是蒙特
婁（Montreal）的 Image + Nation；第二個因素則是觀眾的喜好，為了讓更多社
會大眾產生共鳴，且觀眾還是以白人和北美地區為大宗，相對於其他性向與性別
認同之電影，男同性戀電影的放映數量還是相對較多，以至於如跨性別等電影內
容仍舊遭受邊緣化。
由此可以看出，酷兒影展選擇電影的機制會受到觀眾的影響，進而影響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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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的理念。影展會透過委員會的選片機制、競賽或是觀眾投票作為內容選擇的
依據，看似客觀中立，實際上還是由其所屬的文化霸權來做選擇，由他們來確立
正典（canon），並得到主流社會霸權的支持（Staiger, 1985）。Klippel（2008）
也提到 LGBT 影展的規劃與認同政治息息相關，有其規則和期望，因此主要的
義務就是選擇出新的影片和最佳影片。
Zielinski（2009）也指出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有些酷兒影展試著讓
觀眾參與選片委員會，但委員會大部分還是由當地的 LGBTQ 族群擔任，他們會
對影片進行投票與評論，幫助策展人決定要選擇什麼影片在影展中放映。所以影
展作為傳遞文化或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平台，它所選擇的電影內容就是它想要強調
與想被看見的價值。
既然「Queer」一詞包容了多元的性小眾族群，那影展的內容也應該要有多
元的性別意識。不過，新酷兒電影的出現雖然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酷兒文化，但
在傳統的電影製作體系裡，女性身處於以男性為主的電影工作環境中，本身就受
到壓迫以及邊緣化，再加上以同性戀、酷兒為題材的電影多屬於獨立製片，導致
由女性出產或描述女同性戀的電影比起男同性戀電影少了許多（謝鳳娟，2007）。
另外，這往往也是由於策展人常假定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分別只看關於男同
性戀和女同性戀的電影，並且類推至觀看其他性別議題影片的觀眾，但他們忽略
一項重要的職責，就是要支持和推廣電影中多元性小眾之再現以及其美學表現
（Loist, 2012）。
以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為例，從創展之初，每年的主題都有其選擇的理由與意
義，像是第一屆的主題為「愛一樣，一樣愛」，便是希望影展能在台灣傳達愛的
平等，試圖去除大眾的偏見，或是 2019 年的主題為「逗陣 Together」以呼應台
灣的同婚元年，策展人會根據這些主題去選擇相關的電影影像作品，而這些作品
或許也會影響到觀眾對其的觀影體驗及想法。由此也能看出，策展人在做決策時，
也會考慮當地的社會現象，或是他們想透過影展傳遞哪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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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方國家有上述提到的問題外，就連身為亞洲第一個舉辦酷兒影展的地
區──香港也是如此。彭家維於 2010 年所寫的〈「同志」視覺：從策展看香港
同志影展的影像再生產〉一文，列出 1989 年至 2007 年舉辦過的 15 屆香港同志
影展女性與亞洲女性電影佔總片數的比例，發現其比例幾乎都沒有超過總片數的
一半，他還訪問歷屆影展的女性策展人，並得出結論：全球資源分配不均令亞洲、
女性、同志等影片製作、發行陷於困境，讓女性電影工作者和女性觀眾的需要不
被看見（彭家維，2010）。
由此看來，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即使影展名稱上以「Queer」來試圖展現
接納與包容多元的性小眾族群之理念，但由於電影的工作環境、策展人的決策以
及觀眾的喜好影響影展播映的內容，導致無法做到真正的多元化。

第二節 酷兒影像的內容呈現與推廣
前一節討論酷兒影展目前的概況和理念，這一節便要討論在影展中播映的酷
兒電影。在前一節中有提到早期的同性戀電影多以男同性戀為主要內容，後來女
權運動興起，以及遭受其他性小眾族群批評，才陸陸續續出現其他性別身分認同
的電影。1990 年代初期，Rich 將當時所產製的電影稱作「新酷兒電影」
（NQC），
其內容熱情奔放，並大膽談論同性情慾（Rich, 1992）。
所謂的酷兒電影，廣義的來說就是表達 LGBTQ 之形象、故事和感情的電影
（Loist, 2018）。早期傳統的異性戀電影中若有同性戀角色，多半以負面形象呈
現，而異性戀則為正面人物。其中對於女同性戀的表現方式，都是彼此不停的交
談，鮮少有肢體接觸的鏡頭，而男同性戀的畫面，卻是不斷的表現其性慾，少有
對話（Rich, 2013c）。況且若有女女情慾的畫面，也多出現於為男性而拍的色情
電影中，所以女同性戀的性慾表現，常淪為色情工業的一環（Becker, Lesage, &
Rich, 1995）。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電視節目或影集中，雖然同性戀角色更加頻
繁的出現於節目中，但也僅僅是為了襯托異性戀角色，或是他們的出現如何影響
異性戀角色的生活（Dow,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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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好萊塢甚至頒布《海斯法案》（Production Code）（1930-1968）禁止同
性戀和非主流性別、性關係形式等電影，不過這些被禁止的電影依舊於美國地下
秘密播映，歐洲的電影創作者也產製相關電影，抵抗主流規範（Loist, 2018）。
1970 年代同性戀運動、女權主義興起，也讓酷兒電影更加積極的表現自身形象
（Rich, 2013a）。
1980 年代開始，有一小波成功的同性戀獨立電影浪潮，如《豪華洗衣店》
（My beautiful Laundrette）（1985）、《夜未央》（Mala Noche）（1986）、《沙
漠之心》（Desert Hearts）（1985）等，到了 1980 年代晚期，愛滋病的爆發引起
激進的酷兒政治活動，電影也表現出反抗意識，不再試圖塑造同性戀的正面形象，
而是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說故事，它們不再迎合非酷兒觀眾的感受，而是轉而告
訴酷兒觀眾該如何生活，開啟新酷兒電影的時代（Loist, 2018）。
Rich 認為 1992 年對於男女同性戀獨立電影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她
將此時的電影稱做「新酷兒電影」
（NQC）
，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同性情慾」
（Homo Pomo），比起傳統被政治約束的電影製作，此時期的電影狂妄不羈
（irreverent）
、活力充沛（energetic）
，並且充滿樂趣（Rich, 2013b）
。新酷兒電影
成功的讓眾人看到酷兒們的存在，原因是低成本的預算、新穎有創意的內容，以
及大膽的性慾表現，吻合新型電影該有的風格（Rich, 2013d）。該時期的電影除
了美學表現，也展現出政治、經濟和藝術在面對愛滋病大爆發時的關心與態度
（Mennel, 2012）。
1990 年代出現了許多酷兒電影，但並不是每部電影都受主流觀眾喜愛，也
不是每部電影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生（Loist, 2018）
。剛開始酷兒電影多是獨立製
作，觀眾也以小眾族群為主，不過隨著時代更迭，酷兒電影也逐漸進入主流大眾
的視野中。由 Kimberly Perice 執導的 Boys Don't Cry（1999）受到大眾的喜愛，
電影不僅獲得獨立精神獎（Independent Spirit Award）
，演員 Hilary Swank 榮獲奧
斯卡最佳女主角，該電影甚至還被評選為 1999 年最受歡迎的酷兒電影（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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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d）。後來 2002 年 Stephen Daldry 的《時時刻刻》（The Hours）、2006 年李
安的《斷背山》
（Brokeback Mountain）也皆獲得奧斯卡獎殊榮，這些電影藉由充
滿文學性的劇本、獲獎演員等能彰顯電影品質的手法，促使主流大眾認可並觀看
酷兒電影（Richards, 2016）。另外，也有專門選出優秀酷兒電影的獎項，像是柏
林影展的泰迪熊獎（Teddy Award）
、威尼斯影展的 Queer Lion、坎城影展的 Queer
Palme，這些獎項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酷兒電影讓酷兒文化得以推廣至一般
大眾（Loist, 2018）。
除了國外大型國際影展有設置獎項外，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也有設置台灣酷兒
獎，為的是鼓勵更多影視人才拍攝優質的華語酷兒短片，透過不同的角度和視野
來挖掘華語地區的酷兒生活文化、情感和處境與難題。藉由獎盃與獎金拋磚引玉，
讓更多的人參與酷兒影像製作，以此推廣酷兒文化。
同時也有研究指出，這些酷兒影像透過媒體傳播 LGBT 角色，可以影響非
酷兒的一般大眾更容易接受酷兒社群和重視其相關的公共議題，並且也能對
LGBT 族群的年輕人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Cook, 2018）。
Richards（2016）分析了《愛在週末邂逅時》
（Weekend）（2011）、
《湖畔春
光》
（Stranger by the Lake）（2013）和《賤民》（Pariah）（2011）三部新酷兒
電影，稱其為革新的文本（progressive text）
，認為它們打破主流的電影形式，利
用現實主義美學來強調不同於當代獨立酷兒電影中的 LGBTQ 角色，並獲得廣大
觀眾的喜愛。Walters（2012）則稱新酷兒電影呈現真實的生活與感情豐富的角色，
電影不似從前使用隱喻或婉轉的手法來表達角色的故事與心情，而是直接在大螢
幕中展現出他們的生活，進而引發觀眾共鳴。
除了真實的生活風格，新酷兒電影中情慾的表現也極為亮眼，越來越多同性
情慾的電影被製作出來。例如《詹姆士放男口》（Interior. Leather Bar）（2013）
和《震盪效應》（Concussion）（2015），前者將《虎口巡航》（Cruising）（1980）
被刪減的 40 分鐘性愛畫面還原，後者則描述一位 40 多歲的中年婦女投入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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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電影中有許多女女的性愛場面；後來描述女同性戀性慾的電影如雨後春
筍般的出現，它們不再是迎合男性觀眾的橋段，而是透過改編劇本來呈現女性情
愛，進而引起大眾廣泛討論，例如《靈慾告白》
（Beyond the Hills）
（2012）即是
如此（Loist, 2018）。
不只電影，Cook（2018）也指出美國電視上的酷兒角色在過去的 20 年逐年
增加，廣播、有線電視和線上影音平台更是從無到有，而根據他所整理其他學者
的內容分析研究，主要關注節目中對於性取向的評論、笑話之頻率，以及涉及酷
兒的性愛描述等。像是 Raley & Lucas（2008）觀察 2001 年至 2002 年 9 個於黃
金時段播出的節目中同性戀和異性戀角色的情感表現以及與孩子的互動，得出的
結論是在情感表現中，相較於異性戀角色，同性戀角色的情愛表現相對較為保守，
但兩者在與孩子的互動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這顯示出在過去對於同性戀會危害兒
童的刻板印象已有所改觀，然而研究中也指出在這些節目中，並沒有討論到跨性
別以及雙性戀者。
從過去酷兒影像研究可知，具備酷兒角色的節目、電影已經越來越多，並且
開始描述酷兒角色的生活表現，讓觀眾得以透過收看節目或觀賞電影，而更重視
與關注酷兒議題。另外，酷兒的情慾表現也一直都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之一。而
即使酷兒角色相較以往來的多，但跨性別和雙性戀等性小眾族群，還是容易被忽
略甚至不會出現。
新酷兒電影不只在西方國家傳楊，新酷兒浪潮也東進亞洲，造就香港同志電
影節的盛世，雖然影展中還是以歐美影片為主，不過電影類型多元，除了基本的
劇情片，也有短片、紀錄片等，電影內容更涵蓋愛滋病、種族、同性戀解放運動、
性工作者等議題（彭家維，2010）。再者，新酷兒電影也傳入台灣，一改觀眾對
早期同性戀電影，如《孽子》
、
《逆女》等悲情、灰暗基調的印象，展現鮮活且精
力充沛的電影風格（謝鳳娟，2007）。
相較於西方，東方社會較為保守，在這樣的氛圍下，所謂的「孝」即是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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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傳宗接代，故「同性戀」一詞對長輩們來說是不被接受的。然而 1993 年
的《囍宴》卻廣受好評，它藉由同性戀的家庭故事，以輕鬆有趣的節奏帶出傳統
東方父子相處上又愛又恨的關係，不管觀眾對同性題材有無興趣，都能毫無困難
的觀賞，並且對華人傳統社會的家庭產生共鳴（蔡宗翰，2010）。
這也與前面 Walters（2012）所提到的貼近觀眾的生活不謀而合。屬於東方
社會獨有的現象或觀念，除了讓東方的酷兒們深有感觸，也因為近似真實生活，
讓非酷兒的觀眾在觀賞時，讓觀眾覺得《囍宴》的故事可能就發生在自己認識的
人身上，進而產生親近感與共鳴。
謝鳳娟（2007）分析《蝴蝶》與《今年夏天》兩部女同性戀電影，提到傳統
「家」的定義指的是由異性戀所組成，但導演翻轉了「家」的概念，同性伴侶所
組成的居所是一個展現情慾的私人領域，一種對異性戀機制的抵抗，是多元且流
動的，企圖顛覆觀眾對傳統文化價值中「家」的想像。
周美玲的同志三部曲：
《豔光四射歌舞團》
、
《刺青》和《漂浪青春》
，分別探
討酷兒面對性別認同與傳統期待不符時的掙扎、酷兒戀愛和異性戀的戀愛沒有不
同以及女同性戀在一生中會面臨的問題，這三部作品寫實的呈現現代社會中酷兒
仍屬於弱勢族群，但即使面對重重挑戰與困難，他們並沒有對生活失望，努力為
自己的人生開闢一條新的道路（黃啟嘉，2013）。
許智雲透過對兩部女同性戀電影的分析，認為台灣的電影製作試圖理解、尊
重酷兒族群，而不是將疾病、嗑藥或濫交等負面形象強行安在酷兒身上，讓社會
大眾能接觸到非扭曲的酷兒文化，對改善酷兒們遭到歧視的處境是有其幫助的，
而且電影中平實、貼近現實生活的角色形象，不僅能讓大眾稍微了解酷兒，也能
讓女同性戀者們感同身受（許智雲，2014）。
從上述三種關於女同性戀電影研究結果也能發現，台灣的女同性戀電影不似
前文所提到的只是為了滿足男性觀眾而不斷呈現女女性愛畫面，而是更注重於個
人內心的掙扎、感情的困境與家庭的意義，她們和異性戀者沒有不同，也有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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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怒與煩惱。這樣樸實的角色和劇情設定，沒有過多的誇飾，更能讓觀影者感
同身受或容易理解她們。
承上所述，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文獻，都可以看出酷兒角色從過去做為異
性戀角色的陪襯，逐漸轉而拍攝他們帶給異性戀角色的影響，而後再開始敘述酷
兒角色本身的故事與感情，透過寫實的劇本，試圖真實的呈現酷兒角色所面臨的
問題，並跳脫一些社會給予的負面框架。酷兒影像不再只是迎合小部分觀眾所拍
攝的獨立電影，更是透過這些樸實的角色呈現使得大眾對其產生共鳴，進而去了
解和討論酷兒以及其文化，已達到推廣酷兒文化的目的。

第三節

文化公共領域相關研究

「公共領域」一詞最早是由 Hannah Arendt 以古希臘城邦社會政治為典範所
提出（Arendt, 1958）。「公共領域」不同於「私人領域」之處在於它的公共性，
後者是隱密、遮掩的，前者卻是彰顯、開展和表現的，並且發生於「有他人在場」
的領域或空間，透過目睹或耳聞等判斷所討論的行為、言論或事件（蔡英文，
2002）。
後來 Jürgen Habermas 出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 ffentlichkeit）一書，至此「公共領域」一詞得以宣揚。他以 18 世紀的歐洲為
背景，塑造一個烏托邦式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認為國家機器形成之後，公
民油然而生，公民社會的建立也使原本受限於家庭的私領域得以突破，進入公共
領域（曹衛東等譯，2002）。在這個領域中，以理性溝通為原則，成員對其感興
趣的課題作批判性的討論，形成「輿論」
，監督國家權力，影響國家的公共決策，
而所有的公民都保證享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曾慶豹，1998）。其中又可將其分為
「藝文的領域」（Literary sphere）與報紙論壇（Newspaper forum），前者以藝文
沙龍、咖啡廳所興起的聚會為代表；後者則以在報紙上批評時政為代表（張錦華，
2013）。由此來看，公共領域是一個辯論的空間，影響政府機構與公共生活，塑
造公共話語、規範和行為（No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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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哈伯瑪斯提出的公共領域，也有學者以其為基礎而做討論。Taylor（2002）
指出經濟的提升促使了公共領域的形成，並且獨立於政府之外。他提出「議題共
同空間」
（Topical common space）一詞，意指無論目的為何，如祭典、戲劇欣賞
或慶典等，只要人們一同參與一個共同的聚焦行動（Common act of focus），共
同空間便會出現，成員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媒介（電視、報紙、廣播等），或面
對面的相聚，討論共同關心的事物，表達「共同態度」
（Common mind）
。接著這
些共同空間會因受到媒體、個人或團體等討論交織成更大的非集會式空間，他將
其稱之為「後設議題的共同空間」（Metatopical common space）（Taylor, 2002）。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的討論，大概可歸類為兩大層面：
「文學」與「政治」。
文學公共領域可以說是政治公共領域的前身，最初由它讓私人有練習公開批判的
空間，建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王公貴族的交流的橋梁，而後產生出政治公共
領域，以「輿論」影響國家與社會（曹衛東等譯，2002）。
Habermas 所強調的「公共性」概念，是以 18 世紀歐洲布爾喬亞階級的興起
為基底，他們在咖啡館等公共空間進行討論，帶動公共領域的發展。不過這也引
起一些學者對「公共領域」提出批評，認為在他提出的論述中，布爾喬亞階級是
由精英的白人男性組成，忽略了女性等弱勢族群之權利（翁秀琪，2016）。
而 Habermas 在 1990 年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與轉型》序文中也承認，公共領
域本身就帶有父權象徵（曹衛東等譯，2002）。隨後女性主義興起，鼓勵女性進
入公共領域，參與公共事務。但有幾位女性主義學者仍對公共領域提出批評，指
出即便後來 Habermas 修改了原本的觀點，但理論的預設還是以男性道德觀點為
主（戴育賢，2000）。
其中一位學者 Fraser（1990）對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提出批判，認為資產
階級的公共領域本來就沒有開放給女性、無產階級或是少數族群。她也指出
Habermas 認為媒體帶來的競爭或多元概念會讓公共領域式微，只是更加強化公
共 領 域 中 的 不 平 等 。 於 是 她 提 出 「 次 級 公 眾 的 抵 抗 式 公 共 」（ Subal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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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ublics）
，讓那些被主流社會排斥的公民，如女人、有色人種、同性戀等，
可以聚在一起討論、交流，建立自己的認同、利益與需求（Fraser, 1990）。
顧忠華在分析「公共性」與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三個條件中，提到多元
化的社會擁有各種組織，從「草根性」
、
「社區性」
、
「地方性」再到「全國性」
、
「全
球性」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只要他們團結起來就可能會有一定的公共性，也
能爭取到社會資源與認同（顧忠華，2004）。由此看來，現在社會多元且複雜，
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的價值觀、身分認同及文化風格，所以公共領域不只形成了輿
論，也能試圖表達其成員的社會認同（林文玲，2014）。
吳介民、李丁讚（2005）則認為公共領域要能讓成員可以經由言辭辯論和身
體展演，進而尋求共識。他們指出 Habermas 的公共溝通強調的是理性態度，缺
乏情感性的對話修辭，導致理論運用到實際情境中，無法達到效果，故他們認為
公共領域不只有純粹說理的詞彙，更包含情感性質的溝通。張錦華（2013）也指
出，公共領域是民主社會中市民的社會生活，能夠形成民意、討論政策、追求改
變，展現自主性和民主的意義，不過面對相對弱勢的族群和差異的身分認同時，
公共溝通就必須要具備批判性的多元文化意識（Multiculturalism）。
承上所述，「公共領域」一詞自提出後，經受許多批評與討論，無論是支持
或是反對，學者提出的建議皆是設法將公共領域概念完善並且能於實際運用中執
行。但是公共領域過於理想化以及理性的表達，讓它在面對多元的社會議題時，
很難實踐於其中。
後來 McGuigan 提出「文化公共領域」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一詞，認
為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已經沒辦法解釋現在社會的瞬時性、娛樂性以及視覺效
果（McGuigan, 1996）。他指出文化公共領域並不單指 18 世紀的文學公共領域，
如經典的、後現代的藝術，而是包括大眾媒體文化、娛樂以及美學和情緒如何反
應在大眾的生活中。它能連結政府、公眾以及個人，透過情感的溝通來進行辯論
的場域。他以英國肥皂劇舉例，觀眾能與朋友討論劇中的角色和問題，劇中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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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段式情節，提供人們多重面向的情感認同。人們可以透過娛樂和大眾媒體，
討論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與對生活的期望（McGuigan, 2005）
。McGuigan 試圖
在原有的公共領域概念中，加入情感、娛樂、美學等元素，讓充滿理性的公共領
域，透過對大眾文化的討論與感性的情感溝通模式，具備喜悅或悲傷等共同情感
經驗（McGuigan, 2010）。
文化公共領域不似傳統的公共領域只討論文學與政治，而是針對藝術、體育、
宗教等組織或文本的公共討論，並且認為有助於形成音樂、文學、戲劇、電影和
電視等公共態度，還有能理解移民、同性戀權利等各種社會議題（Gripsrud, Moe,
Molander, & Murdock, 2011）。Gripsprud 另外透過音樂劇的例子，認為文化公共
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差異在於前者以情感（Sentiment）為中介，而後者則是以批判
（Critical）與知識（Education）（Gripsrud, 1992）。
由前述可知，Mcguigan 和 Gripsrud 都認為情緒性的溝通在文化公共領域中
的重要性。也能看出，文化公共領域凝聚了大眾對藝術、文化等議題的情感認同，
討論和理解各種除了政治和文學以外的公共議題。
當今社會，文化也不再僅限於一個國家之內，全球各地皆有多元的社會文化，
如顧忠華所言，若這些文化組織起來，公共性就會出現。一個全球性的文化公共
領域不僅提供一個公平參與、表達意見的機會與空間，更是讓不同的文化能夠被
傾聽、彼此討論，藉此發揮其影響力，使弱勢文化能進入公共空間，讓世人看見
其存在與價值（王麗雅，2006）
。
文化公共領域最早體現於小說中（Fiction），當時人們在小說中談論與辯論
宗教問題，後來文化期刊的出現，人們改以其作為文化批評的談論媒介（Kortti,
2018）
。隨著廣播電視興起，也於傳播媒體上展現。Riegert 等人以瑞典的新聞為
例，認為瑞典的媒體已成為討論種族主義和言論自由的重要參與者，這類新聞屬
於文化新聞，並且提出「文化過濾」（Cultural filter），意指新聞工作者可以決定
文化新聞的內容（Riegert, Roosvall & Widholm, 2015）
。透過文化過濾，也能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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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者與傳統主流記者的不同，因為他們報導關於政治與社會的議題更加廣泛，
也以更多元的視角深入描述，影響力更大（Rigert & Widholm, 2019）。
文化公共領域也反應在電視節目中，透過對酷兒角色的詮釋和呈現，進而影
響觀眾對於酷兒印象的改觀。Cook（2018）整理幾位學者針對美國人於黃金時
段播出的內含酷兒角色的電視節目是否會影響其對酷兒的態度，雖然無法確定能
影響到什麼程度，但這些研究都一再顯示觀眾對於酷兒角色的偏見有逐漸減少的
趨勢，並且改變他們對於酷兒社群和公共政策的態度、立場等。
在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興起的社會議題如：學運、人權、女權、同性戀
權利，促使議題性影展的建立，像是女性影展、酷兒影展等，而且也會影響影展
的呈現與內容，從這樣的歷史來看，影展累積固定的觀眾，並透過觀眾、電影創
作者、影評和映後座談等實際討論，形成一公共領域（Dawson, & Loist, 2018）。
依前述所言，文化公共領域討論的議題多元且廣泛，它將大眾的生活、藝術
和文化涵蓋進來，其實也有點呼應 Fraser「抵抗式公共領域」的觀點。影展提供
一個對話場域讓電影文本與其表現形式以及性向與性別認同得以在其中進行協
調和傳播，所以影展稱的上一個特別的公共領域（Loist, 2018）
。後來也有學者根
據 Fraser 的概念提出「酷兒的抵抗式公共領域」（Queer counter public sphere）
（Warner, 2002）
。他認為酷兒影展是由許多不同的個人自主性的組成，針對單一
議題，提供一個討論交流的空間。酷兒影展從資金募集、管理、社會政策到實際
展場，透過社群媒體，還有影展中的電影本身，讓影展具備公共性，使得酷兒們
於其中體現與塑造價值（Rhyne, 2007）。
Warner（2002）在其著作中提到，酷兒影展成為抵抗式公共領域的條件是需
要受到觀眾的關注，只有當人們透過影展的宣傳海報、官網或是媒體報導而注意
到酷兒影展時，公共領域才會成形，否則就只是單純的一場由組織者邀請來賓參
加的活動。他同時也指出宣傳影展（例如透過海報、影展手冊、新聞稿）和資料
的積累（例如即時新聞報導、影展評論等），在兩者長期的傳播下也有助於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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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影展之外的公共領域。
另外，於第二節中提到酷兒影像具有幫助傳達酷兒文化之功能。酷兒影展本
身帶有的議題性，加上長期累積的固定觀眾，透過舉辦電影座談會，讓導演、影
評家和觀眾進行實際討論，了解酷兒的文化和訴求（Dawson, & Loist, 2018）
。若
能讓觀眾在觀影後對電影產生的疑問，在公眾場合、國際級影展的劇院場館，於
映後座談中與導演反饋和討論，便更能使電影的核心意義彰顯出來，並能直接且
有效的將其拓展至酷兒以外的社群與閱聽眾（王慈華，2016）。
雖然如酷兒影展這種議題性影展的影響力可能不及其他較大型的國際性影
展，但是透過多元的呈現，讓觀眾可以看到許多不同於自身經驗的電影（Wong,
2011）。酷兒影展所塑造的非主流、非負面的內容，屬於一種抵抗式公共領域，
當人們聚在一起觀看與支持創作關於他們的影像藝術的創作者時，影展「反抗式
的表現」
（Counter-representation）之功能也會影響社群或政府決策，像是西方有
許多國家通過了同性婚姻法（Loist, 2012; Dawson, & Loist, 2018）。
王慈華（2016）指出酷兒影展的存在為社會開闢出一個不同展演形貌的場域，
以電影文本和集結具有流動性別認同的人群，透過對話與探索，打破傳統的性別
二分法。以柏林影展的 Teddy Award 為例，映後座談與酷兒高峰會提供人們可以
持續對話的場域，吸引許多同志運動工作者、各國酷兒影像製作人等提問與反饋，
討論並解決問題，試圖將與會者串連成「社群」的身分來抵抗外在的困境。
再看國內的酷兒影展，也積極的規劃和籌辦映前或映後的座談會，讓導演和
觀眾等人可以即時對話，引發彼此對酷兒電影或是酷兒議題的思考與討論，其實
也與柏林影展的狀況極為類似。
文化公共領域作為公共領域的再延伸，整合理性與感性的溝通模式，創造平
等且多元的脈絡，討論社會各式各樣的議題，促使社會或政府能正視議題，並促
成法律等政治實踐，其實也達成原本公共領域所希冀的政治功能。而酷兒影展具
備的公共性，可將其視為一公共領域，且由於不只談論政治與文學，而是討論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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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文化和電影美學，加上不斷的傳播與反覆思辨，以 McGuigan 和 Warner 的觀
點來看，酷兒影展屬於文化公共領域的範疇之一。

第四節 文獻探討小結
根據前三小節的回顧與探討可以知道，影展具有展演、市場和文化活動等功
能，電影可以透過這個場域播映和宣傳，也能使投資人從中發現優秀的電影工作
者，進而與其洽談新的合作。影展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便是傳達其價值，而酷兒
影展是讓酷兒文化得以展現的平台，它不僅鼓勵酷兒們勇於表現自己，也讓政府
聽見酷兒們的心聲，進而做出政策上的改變。此外，由最早的舊金山同性戀影展
之命名史中可以知道，影展一直為包容多元性小眾而努力。由此可知，「Queer」
具有多元包容的意義，且影展因其表達價值、傳達正典之功能，力求做到讓社會
上各性別身分族群皆能擁有平等發聲的權利。
然而，Leung、Loist 和彭家維等學者都有提到，實質上的平等並沒有真正被
實踐。1990 年代新酷兒電影的出現，其大膽奔放的風格，雖然改變酷兒電影的
傳統樣貌，但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由於工作環境、社會價值觀等因素，導致女性
工作者、女同性戀者以及其他性小眾族群所產製的電影與內容依舊被邊緣化，而
且受到影展策展人主觀假設的制約，忽略推廣多元文化的職責，導致提倡多元的
酷兒文化之理念依然沒有確實的從影展中傳遞出去。不過其實我們也知道，要達
到實質上的平等不能單靠酷兒影展一己之力，也牽扯到社會價值觀甚至政府決策，
這不是一朝一夕便能達成的，那麼酷兒影展除了在命名上企圖達成多元性，還做
了哪些努力也是值得深入討論。
關於酷兒電影的部分，雖然早期的異性戀電影中就有酷兒角色，然而他們往
往都以負面的形象來襯托正面的異性戀人物。加上好萊塢頒布的《海斯法案》，
在在顯示早期對同性戀或酷兒的排擠與歧視。1969 年爆發了石牆運動，同性戀
權益開始被放到檯面上，讓酷兒們積極的透過電影表達自身形象，其中也有幾部
成功的電影問世。後來愛滋病的爆發，更是激起酷兒們的反抗意識，新酷兒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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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拍攝酷兒們真實的生活，不僅讓酷兒們感同身受，也得到社會大眾的廣大迴
響。他們毫不避諱談論性議題，在電影中播放同性性愛的畫面，讓電影受到更多
的討論與關注。而華語圈的酷兒電影也不遑多讓，對比西方，東方對酷兒的接受
度因傳統文化的關係，本來就不高。
然而如《囍宴》
、
《蝴蝶》等電影，以輕鬆的節奏帶出傳統社會中的酷兒故事，
顛覆對傳統文化的想像，成功引起廣大觀眾的共鳴。從蔡宗和、謝鳳娟等人的研
究中可知，酷兒電影貼近真實、樸實的內容，從早期只針對小眾族群放映，到後
來逐漸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中，一步一步讓大眾能瞭解甚至接受酷兒文化。由此
看來，酷兒電影的選題與內容影響著觀眾的觀影體驗，使觀眾更願意接觸酷兒電
影，進而透過電影的敘述來理解酷兒文化，那麼 Walters 所說，寫實的電影內容
的確有助於酷兒文化的推廣。
接著，過去關於公共領域的研究甚多，大多是在探討政策與政府。公共領域
是一個辯論的空間，公眾可在其中談論或批評政府決策，進而影響政府機構與公
共生活。然而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被批評過於理想化，也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
讓所有人都進入公共領域。故 Fraser 提出「抵抗式」公共領域概念，讓被排除在
外的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等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進行討論與交流。後來
McGuigan 提出的「文化公共領域」
，將原本只討論文學與政治議題的公共領域，
納進大眾媒體文化、娛樂等更貼近民眾的生活議題。他認為其中的情感與美學等
元素能讓理性的公共領域，透過感性的討論，使公民可以對社會議題有更多的了
解。
從 Loist 和 Warner 的觀點來看，酷兒影展本身以及傳播酷兒影展的媒體都是
一種抵抗式公共領域的表現，藉由媒體重複性的傳播和長期累積下來的文本資料，
加深並且鞏固抵抗式公共領域的形成。另外 Cook 的整理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
媒體確實會促使觀眾對於酷兒們的態度轉變，減少對其的刻板印象。從過去學者
在研究文化公共領域的成果中可以發現，當社會議題受到廣泛討論，便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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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性，並且會進一步影響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在 2015 年至 2018 年除了增加於台中和台南放映，也積極
推動酷兒影展全國巡迴，在影展結束時能與各縣市政府、多元性別組織或大專院
校合作，企圖讓這些討論多元性別的影片能延伸至全台的教育和社區之中。同時
創辦人林志杰也結合網際網路（像是在 Facebook 創立粉絲專頁或是架設官網）
與 OTT 電視營運商，讓酷兒影展的資訊和電影作品能長期的被搜尋和播映。他
創建的同志影視娛樂平台 GagaOOLala，讓酷兒影展即便結束，觀眾也能在其平
台上觀看影展精選的電影。
結合線上和線下，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透過實體活動和媒體宣傳，符合 Loist
和 Warner 所提出的觀點，讓酷兒影展不只是一年一度的慶典活動，而是可以不
斷重複觀看，讓更多沒參與影展的大眾可以接觸到其中的作品，促進更多的討論，
同時這也是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創立的初衷，致力於創造與國內、國際民眾對話的
場域，形成一抵抗式的文化公共領域。
從過去到現在，傳播媒介不斷改變，而當一個媒介失去公共領域的意涵時，
就會有新的媒介補上，從最早的報紙、廣播、電視，到網路普及，一脈傳承下來，
網路不僅兼具媒體的身分，也是體現公共領域的其中一個媒介（劉慧雯，2008）。
再者，從 Loist、Warner 和 Cook 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媒體是抵抗式公共領
域中重要的一環，酷兒影展本身具有的議題性，也會使得擁有相同議題性的媒體
採訪與書寫傳播。故本研究期以透過整理台灣具有相同議題性的網路媒體所撰寫
關於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之文章，探討其中都具備哪些要素，而這些內容又如何與
台灣社會對酷兒議題產生連結，形成抵抗式的文化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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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為個案，研究目的則是透過蒐集和整理台灣網路
網路媒體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和其電影的相關文章，觀察並分析文章中對台灣國
際酷兒影展的討論要素為何。
內容分析法適合於傳播方面的研究在於它可以回答：
「誰說了什麼、對誰說、
為什麼說、怎麼說的，以及說了之後有何效果？」等傳播研究問題（林秀雲譯，
2016）。然而內容分析若只蒐集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並以可計算的單位來解釋文
本中的敘述或字句，並不具備足夠的客觀性和可性度。游美惠（2000）指出，內
容分析應對每個步驟明定清楚的操作規則，並按照規則對蒐集而來的資料進行次
數計算和分析，透過量化統計和質化分析，便可以增進研究的完整性。另外透過
內容分析文本，進而得出其中的核心意義，也可被稱做為主題，進而進行主題分
析。
本研究以 Warner 的觀點為基礎，將台灣的網路媒體視為一文化公共領域，
希望透過了解其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之討論，對往後欲了解酷兒影展之議題、價
值和其相關研究有所幫助。因此本研究將採內容分析法，先分別從台灣國際酷兒
影展官網（以下簡稱 TIQFF 官網）的媒體報導中的文章以及三家網路媒體（「女
人迷性別力」、「GagaTai 嘎嘎台」、「LalaTai 拉拉台」），以「酷兒影展」、「台灣
國際酷兒影展」等關鍵字搜尋，再逐篇閱讀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章，記錄編碼資料，
同時節錄文本中的標題或敘述，將相似的字句歸類到各主題中，再對其統計結果
進行分析。透過量化的統計和質化主題分析的方式，進一步檢閱文本中的描述詞
句，歸納網路媒體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討論脈絡。

第二節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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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2014 年至 2019 年間討論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媒體，包
含 TIQFF 官網中的媒體報導文章以及網路媒體（「女人迷性別力」
、
「GagaTai 嘎
嘎台」、「LalaTai 拉拉台」），探討其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選片內容和對其的敘
述之表現方式。
依據 Mcguigan（2005/2010）提出的理論，
「文化公共領域」是連結政府、公
眾和個人，針對大眾媒體文化等進行討論。再加上 Fraser（1990）指出讓除了政
治與文學以外的社會議題得以受到廣泛的討論，會形成「抵抗式公共領域」。另
外，網路兼具「媒體」和公共領域的身分，再者影評通常被認為是一種電影創作
者與觀眾之間的溝通方式（林克明，2013），符合文化公共領域溝通的要素，故
本研究選擇網路媒體與影評文章做為研究對象。
「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分別是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策展人
林志杰所創辦的台灣男女同志娛樂與生活網，包含新聞時事、電影評論等相關文
章，且在 Facebook 上分別有 7 萬以上和將近 5 萬的粉絲追蹤。
「女人迷」自評為
最走心的女力媒體，在 Facebook 上有 50 多萬人追蹤，它鼓勵性別對話，旗下一
個品牌「性別力」則致力於消除性別歧見，了解不同族群的立場，促成多元共融
的環境，其中也有「同志經驗」相關評論與文章。
故本研究將 TIQFF 官網中的網路媒體報導、「GagaTai 嘎嘎台」、「Lala Tai
拉拉台」和「女人迷性別力」之內容視為文化公共領域，並且它們皆具備「抵抗
式公共」的條件。
透過 TIQFF 官網和三家網路媒體的電子資料庫搜尋，本研究鍵入「酷兒影
展」和「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等關鍵字，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章共計 13,781 則，
扣除掉不符合研究目的立意的報導，例如不符合研究對象所設定之年份、敘述國
外的酷兒影展或非網路媒體等，最後抽出的樣本數共計 209 則，分別為 TIQFF
官網 34 則、《女人迷》6 則、《GagaTai 嘎嘎台》79 則和《LalaTai 拉拉台》9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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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類目建構

本研究將分別從 TIQFF 官網中的媒體報導、
「女人迷性別力」
、
「GagaTai 嘎
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
，以「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和「酷兒影展」等關鍵字
搜尋，逐篇閱讀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章與報導，並將資料建構類目與編碼，最後再
加以分析。
編碼需要顧及「互斥」和「周延」，例如一個政治性的網站不能既是自由派
又是保守派（林秀雲譯，2016）
。王石番（1991）在書中提到，建構類目時需要
符合研究目的與問題，並能將所有內容項目都歸入設定的類目之中（窮盡），同
時不能將同一內容資料列入兩個類目之中（互斥），即是每個類目的操作型定義
必須清楚明確，且每個類目都不會影響到其他類目歸類的過程（獨立），而不同
層次的分析必須隔離，不能混淆，避免造成類目定義的精確性混亂（單一分類原
則）
，最後，所建構的類目要能真正做到對研究內容的探測（功能性）
，並且數量
要適宜（可操縱性），還要考慮不同編碼者的相互同意度（信效度）。
在內容分析法中，分析單元（units of analysis）會依據研究文本的不同而設
置，例如欲了解畫家是否較富裕或貧窮時，個別畫家則為此研究的分析單元（林
秀雲譯，2016）。本研究將以「則」作為網路媒體文章的分析單元，檢視其樣本
和內容並依序於各類目中編碼。本研究在資料登錄部分參考陳春富、殷美香（2013）
的類目表；在性向與性別認同的部分則是參考 Cook（2018）的類目建構，並依
照研究需求做進一步修改。本研究將分 5 個類目，分別為年份、篇幅、性向與性
別認同、酷兒電影的討論和酷兒影展的討論。每個類目會再細分不同變數，以清
楚分析網路媒體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內容呈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文章撰寫年份
本類目為了解文本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關注程度，將登錄文本的年：
1.2014 年、2.2015 年、3.2016 年、4.2017 年、5.2018 年、6.2019 年
二、 文章字數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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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目為檢視關於酷兒影展和其電影內容的篇幅長短，以觀察其對議題的深
入程度，依據樣本內容總字數區分出以下類目：1. 500 字(含)以下、2.501-1000
字、3.1001-1500 字、4.1501-2000 字、5.2001 字(含)以上
三、 性向與性別認同
根據台灣《性別平等教與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第 2 條第 6 款說明
性別認同：
「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它不是以生理性別為判
斷依據，而是當事人認為自己是男性、女性或雙性等，因研究樣本中有牽涉到跨
性別電影，故本研究在設定類目時將其定為「性向與性別認同」。
內容有提及影展或電影敘述主題的性向與性別認同，因有些文本並不只討論
其中一項性向，會依據所涉及的類目逐項登錄，故並不只限於一個文本只有一個
類目。
1. 男同志（Gay）：包含男同志、男同性戀等。
2. 女同志（Lesbian）：包含女同志、女同性戀等。
3. 雙性戀（Bisexual）：包含雙性、雙性戀等。
4. 跨性別（Transgender）
：包含跨性別、變性，或是具體描述電影角色對自我性
別的認知，像是「被困在男孩身體裡的女孩」等。
5. 其他：不符合上述四類，或無法辨識，以及未出現相關詞句者皆列入此類。
四、 文章對酷兒電影的討論要素
為了瞭解文本對酷兒電影的討論呈現，依據文本內容中的敘述進行編碼。本
研究依據對文本的初步檢視和觀察，根據文章文字進行主題分析，並區分出以下
各個主題，且會依據所涉及到的主題逐項登錄，並不只限於一個文本只有一項主
題。
1. 電影編導：有提到電影導演、編劇或其背景等。
2. 電影演員：有提到參與電影的演員或其背景等。
3. 得獎肯定：有提到電影、導演等受到國內外獎項的肯定或是入選國內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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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等。
4. 上映時間：有提到電影上映時間等。
5. 電影類型：有提到電影的類型，例如劇情片、紀錄片等。
6. 電影劇情：內容中有提到電影的劇情，例如宗教團體反同、同性婚姻或是真
人真事改編等。
7. 情慾表現：有敘述到電影中的情慾畫面等。
8. 延伸討論：映前、映後座談與會者、導演、演員或影評家等對電影的討論等。
9. 其他：無法納入上述主題者，或是未出現任何相關詞句，則以此作為編碼類
別。
五、 文章對酷兒影展的討論要素
本類目主要觀察文本在討論與酷兒影展時，著重於哪些面向。本研究依據對
文本的初步檢視和觀察，根據文章文字進行主題分析，並區分出以下各個主題，
且會依據所涉及到的主題逐項登錄，並不只限於一個文本只有一項主題。
1.社會態度：社會對酷兒影展、電影與議題的態度與想法。
2.影展理念：講述創展初衷或影展理念等，例如提到鼓勵酷兒電影創作、期許促
進更多對話等。
3. 影展宣傳：內容提及宣傳影展的主題、活動、展出時間、影展單元介紹等。
4. 站台代言：內容提及為影展站台的導演、演員、代言人等，或者其對酷兒/酷
兒影展的看法等。
5. 其他：無法納入上述主題者，或是未出現任何相關詞句，則以此作為編碼類
別。

第四節

信度檢定

本研究當中，除了研究者本身外，再邀請一位編碼員協助編碼。兩位編碼員
在進行編碼程序之前，會先進行編碼員訓練，訓練時間為一小時，熟讀本研究的
文獻探討和熟悉各類目建構的原因，確保編碼時能確實了解各類目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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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度檢定的操作時，從母樣本中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 21 則（約母樣本
的 10%）為信度檢定之用。再根據王石番（1991）書中所提及的信度檢測公式（如
下）來計算信度。

1. 相互同意度 =
M: 兩位編碼員完全同意之數目
N1: 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 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2. 編碼者間信度 =

（平均相互同意度）
平均相互同意度

n: 編碼者總人數

所得的信度資料分別為篇幅、性向與性別認同、酷兒電影討論和酷兒影展討
論，前測編碼員在類目檢測方面，相互的信度為：年份（1）
、篇幅（1）
、性向與
性別認同（.92）、酷兒電影討論（.91）、酷兒影展討論（.96）。王石番（1991）
認為信度檢測標準在 .80 以上，具備一定的可信度，故本研究所得的各類目檢測
均符合信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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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結果
本研究依據類目建構，將 209 則網路媒體內容樣本進行編碼與統計，獲得初
步的統計結果，再用主題分析深入檢視這些反覆出現的報導內容，並加以整理和
條列出下列資料，分別討論如下：

第一節 年份與篇幅
根據本研究的統計，從表 4-1 新聞年份的次數分佈中可以得知，台灣國際酷
兒影展 2014 年創辦時網路上並沒有文章內容，2015 年的報導數量上升至 19 則
（9.05%），2016 年則是飆升至 103（49.28%）則，接下來便是逐年遞減，2019
年又微微回升。究其原因，官網上並非沒有 2014 年的報導資料，然而這些資料
都是掃描平面媒體或翻拍電視新聞的專訪，並不是實質上的網路媒體文章，因不
符合本研究目的的立意，故並未採用，但也可以看出當時多以平面媒體或是電視
新聞來推廣宣傳。另外，「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皆是 2016 年
創立，故沒有之前兩年的資料，然而 2012 年創建的「女人迷」也並未有 2014
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文章，以此也能佐證當時較少採用具議題性的網路媒體做
宣傳與推廣。
表 4-1 撰寫年份分佈
撰寫年份

次數

百分比（%）

2014 年

0

0

2015 年

19

9.09

2016 年

103

49.28

2017 年

40

19.14

2018 年

21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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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7

12.92

總計

209

100

自 2015 年開始出現關於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網路媒體內容，可見在第二屆
的時候，因有鑒於第一屆的經驗和知名度的打響，而有更多的媒體內容出現，除
了宣傳臺灣國際酷兒影展的理念、活動和電影，也有專訪策展人的長篇內容，透
過策展人的心得分享，讓讀者可以深入了解酷兒影展的創辦歷程，或是酷兒影展
秉持的理念。例如下列數則內容：
「問起為什麼不是取名為同志影展，而是『酷兒影展』呢？『酷兒（ Queer ），其實源自
一個被歧視的字』志杰自己也曾被這個詞彙攻擊過，『但我們為什麼不重新定義它，將歧
視的字變成代表的字呢？若我們翻查字典，酷兒還有『不同於典型』的意思。或許我們可
以為不同於典型感到驕傲。』」（女人迷性別力，2015 年 10 月 02 日）

「今年精神定調為『We Are Everywhere 愛 無所不在』，持續向社會大眾傳遞訊息：LGBT
朋友跟每個人一樣生活在每一個角落，只要大眾的支持無所不在，愛就會無所不在，社會
自然更加和諧美好。」（TIQFF 官網，2015 年 10 月 09 日）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為鼓勵華文創作的 LGBT(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短片產
出，特設『台灣酷兒獎』獎勵優質作品，同時透過影展力量將得獎作品介紹到國外的同志
影展，幫助華文作品站上國際舞台。」（TIQFF 官網，2015 年 11 月 03 日）

根據表 4-1 顯示，大部份的文本集中於 2016 年，而這些文本的出處多是
「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策展人林
志杰創建「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
，兩個分別為男同志和女同志
娛樂與生活網，內容包含新聞時事、電影評論等相關文章，當然少不了台灣國
際酷兒影展的資訊，進一步再推測 2016 年的文章數量相較於其他年份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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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剛創立需要大量文章以增加曝光度與觸及率，所以網站上有許多宣傳台
灣國際酷兒影展的文章，或是將幾部酷兒電影的劇情介紹整理成一篇文，亦或
是邀請影評家撰寫酷兒電影的影評等。例如下列數則內容：
「當時都搶不到票？帶你重溫這 7 部 2014 年第一屆酷兒影展電影！」
（GagaTai 嘎嘎台，
2016 年 12 月 30 日）

「《5 點 59 分愛上你》用相當直接的畫面與橋段，先讓觀眾完完全全震攝於五顏六色的
縱慾世界裡，片頭那二十分鐘的放浪行駭未必每個人都能接受，……」
（GagaTai 嘎嘎台，
2016 年 11 月 01 日）

「其實很怪的《這個夏天有點怪》即將在第三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首映，歡迎一起墜入
導演的奇思妙想世界！」（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10 月 04 日）

「從情愛趴場至同志婚姻：《索多瑪的貓》與《行前準備》對男同志的探討」（LalaTai 拉
拉台，2016 年 09 月 26 日）

「從探索愛情到成立家庭：走出拉拉情慾之路的《筑位》與《伴》」
（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26 日）

「堂堂正正做男人 女同導演紀錄跨性歷程」（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23 日）

自 2016 年之後，媒體內容便下降不少，但觀察表 4-1，可以看出後來幾年
的數字差距不大，基本維持在 10%至 20%左右，進一步分析可能的原因，台灣
國際酷兒影展在台灣已經逐漸發展穩定，且在內容上也仍以宣傳介紹酷兒影展
活動和電影為主，並沒有與往年的內容上有太大的差異。
另外從文本篇幅來看（表 4-2）
，有 74.16%（n=155）的文章在 10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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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半以上（n=115，55.01%）的文本內容集中在 1001-2000 字，可以看出
與其相關的媒體文章還是以長篇的文章為主。由於篇幅是觀察文章深入程度的指
標，從此數據可以發現，具備議題性的網路媒體針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內容較
多是深入且詳細的。
表 4-2 字數篇幅分佈
字數篇幅

則數

百分比（%）

500 字（含）以下
501-1000 字
1001-1500 字

9
46
77

4.31
22.01
36.84

1501-2000 字
2001 字（含）以上
總計

38
40
209

18.18
19.14
100

甚至於超過 2000 字以上的文章中，除了介紹酷兒影展或酷兒電影之外，也
會更深入的去了解其背景與社會現況或是策展人、代言人的想法與心得或是影評
家對電影的討論與看法，像是策展人會提到影展選片的決定因素，或是代言人舉
出曾經看過的電影並表達對酷兒影展的想法，亦或是影評家揣測導演拍攝的緣由，
結合自己的觀點對酷兒電影提出自身的想法與思考。例如下列數則文章內容：
「所謂費盡心力，首要當然是選出心目中對大眾會有共鳴的電影。
『花時間選片，我幾乎看
了五、六百部的電影。』志杰棄選太過藝術的電影，因為當酷兒議題已經屬於較小眾一方
時，得先讓社會知道它的存在。
『比較低的門檻是要讓大家知道，你原先想像的小眾，並不
小眾；你不是酷兒，不代表你不能去關注。』」（女人迷性別力，2015 年 10 月 02 日）

「Ella 告訴我：『我很喜歡這次酷兒影展的核心概念『為愛連結』。透過影片的形式，讓大
家看見所有愛都是一樣的，各種愛都很深刻，所有愛的初衷都很動人。』」
（女人迷性別力，
2016 年 08 月 31 日）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說明拍攝電影的初衷）……如果當初學校裡有這樣一堂課，告
訴孩子們這個世上有著很多種的家庭型態，有的人家裡只有爸爸，沒有媽媽、有些人家裡
35

有兩個媽媽，沒有爸爸，還有些人的媽媽來自其他國家。這樣所有父母離異和新移民的孩
子們就不必遭到同學取笑，我也不會因為羞愧而和母親疏遠那麼多年。」
（女人迷性別力，
2017 年 04 月 19 日）

「『非常榮幸能擔任這次酷兒影展的影展大使。這是我第一次理解『酷兒』這個詞彙，也
是第一次認識酷兒影展。』慷仁表示，『了解更多之後，發現酷兒影展所選的電影真的很
精彩，我想用力地推薦給大家。透過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酷兒電影，了解酷兒們的生命歷
程。』」（TIQFF 官網，2019 年 07 月 11 日）

「或許導演想呈現的，關於成長過程會受的跌絆，感情可能會受的創傷，無分男性女性，
無關直女異女，人想愛的自由和渴望，都是一樣的，然而不論片中帶到的以巴情結，或是
社會至今仍對同志存有的偏見，讓我們在尋求做自己的過程更窒礙難行，電影做為一種傳
達社會現實的媒介，無非是讓我們看到不是只有單向發聲的『世界』
。」
（GagaTai 嘎嘎台，
2016 年 09 月 22 日）

「雖然我認為這部電影潛藏了太多道德性批判並將同志文化簡化同質，但它依舊呈現這現
今檯面同志議題鮮少討論的面向。當所有社群資源關注著同志能不能結婚的同時，還有許
多議題同等重要需要被關注，娛樂性用藥正是其一。
《藥愛》清楚呈現同志如何進行藥物性
愛過程。」（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02 日）

綜上所述，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是議題性的影展，在具有討論相同議題的網站
論壇中，文章內容較為詳細且深入。另外從年份中可之，2014 年並沒有任何的
網路媒體內容，2015 年甫出現，2016 年則最多，而觀察其內容，多以宣傳影展、
介紹電影劇情或是點評電影的影評為主。透過影展活動或是電影劇情的介紹，加
上策展人和影評家對其的討論與分享，從文章內容可以看出它們多有點出並重視
酷兒議題，並盡可能在文章中拋出問題供讀者參考與省思，這也可能進一步的再
36

引起讀者自身的討論，形成一文化公共領域。

第二節 影展與電影性向與性別認同類別
扣除無法直接辨識性向與性別認同的「其他」，男同志被提及的次數最高
（n=125，59.81%），第二則是女同志（n=88，42.11%），第三為跨性別（n=55，
26.32%），最後則是雙性戀（n=28，13.40%）。
前文關於酷兒電影內容呈現的部分中有提過，根據 Leung（2015）和彭家維
（2010）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東西方的酷兒影展都以男同志電影為主要受
到關注與討論的對象。上述的數據也顯示出，即便是關注性別議題的網路媒體，
也如同過去研究般，以男同志電影受到較多的曝光與關注。
在內容的敘述上，可以發現對於男同志電影的描寫，除了呈現男同志之間的
情慾表現，更多則是男同志的生活、感情或所遇到的困境等描述，像是成家育子、
追逐夢想等，例如下列數則內容：
「金趙光壽將自己的結婚過程拍成紀錄片《我的男男婚禮 My Fair Wedding 》，用一個很
貼切、溫馨的角度去說永久的承諾，引起韓國社會的討論，是改變韓國同志很大的動力。」
（女人迷性別力，2015 年 10 月 02 日）

「《我的同志麻吉》以詼諧逗趣的敘事方式闡述內向的同志男孩坦納意外出櫃後，成為校園
三大女王眼中的搶手貨，並面臨和他的「同志閨蜜」布蘭特友誼決裂的故事。」
（TIQFF 官
網，2018 年 06 月 22 日）

「芬蘭的男同志劇情片《幽忘三溫暖》（A Moment in the Reeds）敘述鮮肉與翻修工人在湖
邊度假小屋譜出戀曲的故事。」（GagaTai 嘎嘎台，2018 年 08 月 24 日）

「改編自古典小說《紅樓夢》，描繪台北都會男同志情慾交纏的夜生活，打破一般人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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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夢經典文學的印象。……由 12 男釵毫無修飾地展現大城市的墮落、絕望、 輪迴、肉慾、
虛偽與希望。」
（GagaTai 嘎嘎台，2018 年 07 月 26 日）

「《兩個爸爸》是描述泰國的兩位同志情侶一同扶養棄嬰的故事。電影從兩個爸爸的角度
去切入，除記錄著兩位爸爸在遇到各式困境與抉擇的掙扎……」
（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11 月 08 日）

「《擊出心人生》是一部敘說青少年男同志與媽媽、夢想的同志成長電影……」
（LalaTai 拉
拉台，2016 年 09 月 29 日）

第二個較常被討論的電影性向為女同志電影，觀察文章的內容，對於女同志
電影的劇情描述相對男同志電影較少書寫情慾，而是更注重感情的發展，但感情
的描述也不是單純的愛情，而是有許多變化的劇情，討論的議題也很多樣，像是
招妓、謀殺等，以更多角度去述說女同志之間的感情與生活，讓女同志電影不只
是純愛電影的代名詞。如下列數則內容：
「《花兒花兒幾時開》由中正大學傳播系的黃凱薈執導，是這次短片中唯一的紀錄片，用
鏡頭記錄下兩位女同志伴侶對成家的想像，有著離鄉背井的美麗哀愁，與台灣這塊土地的
人文情懷……」
（TIQFF 官網，2017 年 10 月 20 日）

「潔若汀卓別林飾演住在多明尼加小村落的歐洲富婆，因迷戀鎮上的年輕女孩，以金錢換
取情愛，演活高齡女子對愛情的渴望。」
（TIQFF 官網，2015 年 10 月 14 日）

「……《Momo》，回到南韓最擅長的動人寫實風格。講述一名女子與即將移居海外的前
女友會面，並留下他們曾共同扶養的一隻貓咪 Momo，迫使他們必須重新檢視彼此之間的
關係。」
（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0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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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殺新女友》作為一部女同志電影，導演跳脫了以往同類型電影柔美、陰性的呈現方式，
大膽的打造一部驚悚懸疑的黑色喜劇……」（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10 月 14 日）

「新銳編導黛布休弗（Deb Shoval）並不打算只單純的說兩位女性在愛情中的酸甜愛戀，
而是以愛情為主線，從而帶出美國經濟問題，以及 Deb Shoval 的反戰思想……」（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10 月 18 日）

「瑞秋懷茲與另位女神瑞秋麥亞當斯激情演出，長達六分鐘的『涎』濕床戲媲美《藍色是
最溫暖的顏色》，兩人間細膩的化學變化令人屏息。」
（LalaTai 拉拉台，2019 年 08 月 08
日）

從這些內容中可以發現，雖然如過去研究（Rich, 2013c），男同志電影中的
情愛性慾仍不可或缺，但也可以看出有更多敘述男同志感情面或生活面的電影出
現，另外在女同志電影中，也並不缺少對於她們性愛的描述，敘述也沒有以滿足
男性欲望的方式呈現，雖然數量依然沒有男同志電影多。而在劇情的部分，女同
志電影多樣的敘事讓她們不似以前的文獻所提到的，只有單純對話的情節，而是
豐富角色設定，讓她們有更加完整的輪廓，去呈現她們對愛情的期待與渴望。
另外，相較男同志電影和女同志電影，跨性別與雙性戀電影的比例較少，這
和 Cook 在 2018 年研究電視節目中各性向與性別認同的結果不謀而合，可以顯
見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關注酷兒議題的網路論壇，跨性別和雙性戀族群依然是
較少被關注的一群人。雖然如此，但還是有多篇文章是專門在討論跨性別電影，
如下列數則：
「《綠色星球小故事》描述一個跨性別，一個男同志，一個異性戀女性，三個人在生活以
及工作上都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他們正面臨各自的煩惱與挑戰，」（女人迷性別力，2019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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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男越美》展現了被困在男孩身體裡的女孩馮，為追求真實的自我，決心要成為一個
由內到外完整的女孩，影片以自拍和紀錄他人視角，表現馮勇敢的藉由變性手術的決定來
找尋到真實的自己。」（TIQFF 官網，2018 年 06 月 22 日）

「《沙漠妖姬：數位修復版》
（The Adventures Of Priscilla, Queen Of The Desert）故事聚焦三
位變裝皇后橫渡澳洲沙漠遠赴新工作，路程中以精彩絕倫的歌舞表演，打開純樸鄉村小民
們的心房與成見。」（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0 月 03 日）

「如果靈魂裝錯了身體：『2016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導讀—紀錄片篇」（GagaTai 嘎嘎台，
2016 年 09 月 30 日）

「〈B 先生．B 小姐！〉（Goodbye MR. B Hello MS. B!），為導演黃雪綾紀錄自身如何由黃
先生轉換成黃小姐的過程。」（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10 月 25 日）

「紀錄片《MIB 跨性女伶》
（Made in Bangkok）
，便在述說一位墨西哥歌劇女伶莫嘉娜欲成
為女身的過程。她為了籌措性別重置手術的高額費用，遠赴泰國參加一場競爭激烈的選美
比賽—『國際皇后小姐』。」（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22 日）

不過相較於跨性別，雙性戀更是被忽略的一群，在文本中並沒有任何「雙性
戀電影」的字樣，它通常是出現在酷兒影展的理念中，像是「讓 LGBT（男同志、
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等動人故事傳遞出去」（TIQFF 官網，2015 年 11 月
11 日）、「而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也將在十月份，撥出六部吸睛作品，其中囊括各
LGBT 族群，各觸及不同主題，紀錄、劇情、黑白各種形式皆有」
（GagaTai 嘎嘎
台，2016 年 09 月 30 日）
，或是代言人呼籲的話，例如「無論同性、異性、雙性
或跨性，我們的愛都是一樣的」
（TIQFF 官網，2019 年 07 月 11 日）等。
探究其可能的原因，可能是酷兒影展本身在這兩類性向類別的電影就相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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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致於媒體在談論時，沒有像男女同志電影一樣有許多選擇。而一直追求多
元的酷兒影展，雖然從文章中看出其一直強調擁有 LGBT 多元的電影選擇，但
實際上並沒有從任何文章或影評中看到關於雙性戀電影的評論和討論，這也反映
出雙性戀族群在酷兒文化裡是少數中的少數。
由上述可知，網路媒體在書寫酷兒影展或電影的性向與性別認同時，仍然較
重視男同志電影，這似乎也指出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雖然以酷兒為名，強調多元包
容的理念，但在電影的呈現上，仍偏重於某一性向。

第三節 酷兒電影的文章主題
TIQFF 官網和三家網路媒體在撰寫影展中的酷兒電影時，超過一半的撰寫主
題為「電影劇情」（n=168，80.38%）、「延伸討論」（n=122，58.37%）和「電影
編導」
（n=120，57.42%）
，另外有三成左右的主題為「上映時間」
（n=78，37.32%）、
「得獎肯定」（n=71，33.97%）和「電影類型」（n=70，33.49%）。
前文的文獻討論中，酷兒電影從一開始想替酷兒角色洗白形象，到後期則以
拍攝酷兒真實生活和感受為主（Loist, 2018）。在類目建構的部分中提到，「主題
劇情」係指內容中有敘述電影的劇情或是介紹電影核心主題，像是酷兒的感情生
活、婚姻教育或真人真事改編等。從文本中可以觀察到，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所選
入的酷兒電影，劇情豐富多樣，除了有貼近現實的劇本，也有改編真實故事，並
可於文本內容中看到「真實記錄」等字句，從這些內容中都可以看出酷兒電影不
再只是拍給酷兒自己娛樂，而是讓更多觀眾可以藉由酷兒電影更接近酷兒們真實
的生活樣貌，並從中發現酷兒也和其他人一樣，會渴望愛情，有日常的生活以及
煩惱。這也正如 Walters（2012）所說，以現實主義呈現的劇情，會更易使觀眾
產生共鳴。如下列數則內容：
「大導羅蘭艾默瑞奇（Roland Emmerich），……在這之前他反而以最新作品《石牆風暴》
（Stonewall）引發熱烈討論，本身是出櫃導演，拍攝真人真事改編故事尤具意義……」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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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迷性別力，2015 年 09 月 24 日）

「〈只有我們的世界〉（Aren't We Here For Each Other?）故事發生在菲律賓當地，一對販毒
的同性情侶正慶祝他們的週年紀念日。本片以極具震撼力的影像風格，直視菲國販毒底層
社會的現實面貌。」（TIQFF 官網，2017 年 10 月 24 日）

「……《舞尖革命》
（Rebels On Pointe）
，是世界首部記錄已有 40 年歷史、徹底顛覆芭蕾優
雅傳統的全男性舞團—蒙特卡洛托卡黛羅芭蕾舞團（Les Ballets Trockadero de Monte
Carlo）。」（TIQFF 官網，2017 年 10 月 22 日）

「紀錄短片《五公分的差距》由紐約布魯克林導演喬丹・席爾（Jordan Schiele）指導，紀
錄一名於中國中央芭蕾舞團的男同志舞者，努力地試圖在舞團新任總監心中留下良好印象，
弭平先天在身高上與其他舞者的差距。」（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09 月 30 日）

「《逃往妳的愛》
，訴說在美國賓州的蕭瑟小鎮，剛從高中畢業的 18 歲女孩喬伊毫無人生目
標，一直到活潑大方、卻因丈夫長期在外工作而芳心寂寞的 27 歲性感人妻芮娜激起她心中
的火花，她的生命才出現希望。」（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09 月 29 日）

「《絕不讓你孤單》就像多數的同志電影，渴望在悲慘的故事中尋求情感最深的探索。描述
懷抱舞蹈夢想帕布羅，與疏離的父親的相依為命。流連於同志夜店和女性摯友的帕布羅，
卻捲入一場攻擊霸凌事件。……本片取材自 2012 在聖地亞哥公園，一名男同性戀青年被納
粹份子凌虐長達一小時……」（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22 日）

「在菲律賓的 90 年代中期，叛逆的高中女生比莉（Billie），被家裡放逐到距離首都馬尼拉
413 公里的偏鄉聖伊西德羅（San Isidro）；因為命運的安排，比莉與模範生艾瑪（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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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初戀的歷程。」（LalaTai 拉拉台，2019 年 08 月 01 日）

第二個較常被提及便是「延伸討論」，文本中常會提及到映前或映後的座談
會上有人提出什麼觀點，或是由導演、演員本人自身談論電影的拍攝；也有影評
家在撰寫電影評論時，會額外補充電影的拍攝背景或是與台灣社會的連結，有時
候也會拋出問題讓讀者自己省思。Dawson & Loist（2018）和王慈華（2016）都
曾提及舉辦電影座談會能使與會者相互討論，除了可以了解酷兒的文化和訴求，
彰顯出電影核心意，更能將其拓展至酷兒以外的社群與閱聽眾。從文本的內容中
便可以看出與兩者的論述相呼應，透過座談會上的導演、演員分享或是影評中的
心得討論，除了能讓參與酷兒影展的人有溝通辯論的管道，也能讓當時未參與到
的人，在閱讀完影評後得以思考或是找人討論。如下列數則內容：
「黃惠偵想要藉著『日常對話』這部紀錄片傳達，其實是社會的污名讓受傷害的人因無法
認同自己而反過來責備自己……」
（女人迷性別力，2017 年 04 月 19 日）

「本片代表著全新酷兒電影視野的開創：酷兒電影創作者，不再只將作品聚焦在情感、弱
勢處境、親子、或出櫃等議題，而是開始思考：透過 LGBT 角色，如何發揮更具創意的故
事。而今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將這部電影選為閉幕片的原因，在於被這部小成本獨立製片
電影，卻能在世界影展發光而啟發，進而也期待：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台灣酷兒電影是
否也將有更新更寬廣的發展方向與創意展現？」（女人迷性別力，2019 年 08 月 13 日）

「導演 Palatpol Mingpornpichit 曾於訪談時分享到，劇中帶出了許多對同志家庭的未來想像
以及會遭遇的社會議題，是想去探問：
『假若自己有一個家庭，會是什麼樣貌？』並表示自
己在拍攝後，得以重新檢視生養小孩的狀況，進一步細細地去省思伴侶間的長程關係、婚
姻生活、照顧扶養孩子等責任問題。」（TIQFF 官網，2017 年 11 月 20 日）

「影片放映後 Q＆A，同學反應熱烈，並對影片提出許多看法與回饋。除了對於影片中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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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過程的正面意象提出討論，另外也表示《越男越美》透過馮的自我對話，帶出了東南亞
誇性別者目前的真實處境，讓觀賞的同學們藉由這部紀錄片更進一部分認識跨性別族群。」
（TIQFF 官網，2018 年 06 月 22 日）

「與談人昀挺感性分享自己看完電影感觸很多，身為東方社會中的男生，在跳舞的路上面
臨很多人質疑、指點，但希望大家要知道『不論年紀、身材、男女，都是能跳舞的』
。……
Ryan 則提到近年來舞蹈紀錄片不少，但都會牽涉到舞團自身的美學概念。他認為本片難得
與令人感動的是：導演與製片這對夫妻，試圖透過舞團故事帶出同志歷史，並也從舞團裡
的同志伴侶帶出婚姻平權、性別等議題，整部電影呈現一種對多元性的寬容與包容。」
（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1 月 13 日）

「《5 點 59 分愛上你》用相當直接的畫面與橋段，先讓觀眾完完全全震攝於五顏六色的縱
慾世界裡，片頭那二十分鐘的放浪行駭未必每個人都能接受，確實，太過直接的情慾表露
可能會讓某些人失去電影欣賞的滋味，可我想，那正是導演欲傳達的意念，不管是不是同
志，愛欲橫流時，誰還淑女君子？關起門來做的事可以多麼露骨，我們都知道。」
（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11 月 01 日）

「台中映後座談邀請到台中基地-Taichung GDi 的張哲源主任參與分享，他從三個方向和大
家一起討論電影的部份：從電影的藝術層面來看，編導運用質樸的敘事手法，環環呼應了
同志家庭的日常，不浮誇又真誠表達了生活中的很多小細節；而在制度層面，更提及同性
伴侶在收繼制度上可能會面臨到的各種問題；最後則回到人權層面，帶到能和所愛的人相
依相伴，是人人不論性別性向之分都應該要擁有的權利。」
（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11 月
08 日）

「今年酷兒影展播映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拉・拉》呈現當今多元成家在全球逐漸合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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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的家庭問題及其對兒童和少年造成的影響，此片以清新脫俗的手法，透過少女主
角莎拉的觀點，細膩刻劃她面對生活中點點滴滴時的心理轉折，讓我們看見孩子對於自己
加入新組成的同志家庭種種感受，以及經由片中孩子原父母爭奪撫養權的經過，反思一個
家庭真正能夠帶給孩子什麼的意義。」（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29 日）

另外也較常被提及的內容是「電影編導」，通常一部新的電影作品誕生，閱
聽眾會關注的除了劇情外，便是導演和演員，若是此部電影恰好是閱聽眾喜歡的
導演或演員，那麼便有機會使閱聽眾進影院觀看電影。而在本研究計算的次數中，
「電影演員」（n=55，26.32%）的比例也接近三成左右。本研究也發現，介紹導
演或演員時，時常也會伴隨著「得獎肯定」
，無論是導演或演員過去的得獎經驗，
或是此部電影曾入選其他大型的國際影展或獲頒知名獎項，如柏林影展泰迪熊獎
等，這不但是對導演、演員或電影本身的肯定，更是一種「掛保證」，知名的導
演、演員配上有地位的獎項，就是對作品品質的背書，讓閱聽眾得以因這些因素
而增加觀影意願，以達到推廣酷兒電影的目的，這也與 Richards（ 2016）和 Loist
（2018）的研究不謀而合。例如下列數則內容：
「今年酷兒影展開幕片《娘娘的俗辣婚禮》是知名美國影集《同志亦凡人》的編導演之一，
也是有「德州喜劇之王」稱號的德爾．秀爾 Del Shores 的最新作品。」
（女人迷性別力，
2019 年 08 月 13 日）

「而本屆閉幕片為《綠色星球小故事》
，從奇幻題材出發，結合輕喜劇、懸疑未知元素與公
路電影等混雜形式，以出奇入勝的劇情鋪陳，讓這部影片獲得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之最
佳劇情片獎項。本片導演 Santiago Loza 來自阿根廷，兼具導演、劇作家和作家身份。」
（女
人迷性別力，2019 年 08 月 13 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年輕女孩愛過來》
，由「最偉大喜劇演員」卓別林的女兒潔拉汀卓別
林主演，之前已拿下芝加哥國際影展等三個影展的影后寶座，堪稱潔拉汀卓別林演藝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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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傑作。」（TIQFF 官網，2015 年 10 月 23 日）

「在日舞影展獲世界組劇情片最佳導演的立陶宛電影『戀戀飛翔』……」
（TIQFF 官網，2015
年 10 月 14 日）

「美國劇場界最高榮譽東尼獎的得獎人與著名的同志演員艾倫康明 (Alan Cumming) 的最
新力作。」
（GagaTai 嘎嘎台，2018 年 07 月 26 日）

「開幕片是由加拿大紀錄片「黃金夫妻檔」芭比‧喬‧哈特導演、羅比‧哈特監製的新作
《舞尖革命》（Rebels On Pointe）……」
（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0 月 24 日）

「西班牙新銳女導演 Ruth Caudeli 的首部長片，描繪女女愛戀情慾十分細膩，絲絲入扣。」
（LalaTai 拉拉台，2018 年 07 月 20 日）

「邀請到六部泰迪熊獎得獎作品至本屆酷兒影展，包括最佳短片《孕火焚身》及其他五部
入選短片《男/友》、《媽媽要你好好的》等……」（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29 日）

酷兒影展秉持著多元包容的理念，在選片上試圖做到讓電影類型或是主題風
格豐富多元，例如可以看到策展人提到「為了要選出心目中對大眾會有共鳴的電
影，而看了五、六百部的電影」（女人迷性別力，2015 年 10 月 02 日），於是在
文本中也可以看到許多的電影類型，像是「劇情片」
、
「紀錄片」或是「短片」等
字句。另外，除了介紹酷兒電影的導演、演員或劇情等，還有件重要的事情便是
「上映時間」，畢竟讓觀眾親自踏進影院感受並體會電影的聲光效果，才能達到
推廣的目的，總是「道聽塗說」少了自己思考的過程，則無法深入的去和他人討
論，便無法真正形成文化公共領域。從文本中可以看到三成左右的講述電影的文
章，會附上該電影在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展出日期，或是「本文探討的電影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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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的第三屆酷兒影展放映」（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10 月 18 日）
等。
綜上所述，在敘述酷兒電影時，最多便是介紹主題劇情，透過故事描述來引
起讀者的興趣，也會藉由劇情進一步和閱聽眾做延伸討論，引發省思，也從中可
以看出一個文化公共領域正在形成；另外電影的編導、演員甚至獲獎肯定也是撰
寫文章時會標註的內容，這些內容可能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使之更有意願觀看
電影；而電影類型和上映時間也反映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積極宣傳與致力於包容多
元性別，以多樣類型的電影，讓閱聽眾得以有更多的角度認識酷兒議題與文化。

第四節 酷兒影展的文章主題
酷兒影展屬於議題性的影展，它不似台灣其他大型的影展如金馬影展、台北
電影節等廣為人知，並且影展中所選的電影也只侷限於討論酷兒議題。台灣國際
酷兒影展於 2014 年創立，由於具有議題性和創立不久，無論是 TIQFF 官網或是
網路論壇，都還是以「影展宣傳」（n=170，81.34%）為主要的編寫內容。另外
「站台代言」（n=52，24.88%）和「影展理念」（n=51，24.40%）也是較為重點
的內容。
觀察文本內容，「影展宣傳」是最常被提及的，會於文末寫上酷兒影展的舉
辦時間以及地點，或是提供酷兒影展的連結資訊，像是「更多相關即時消息，請
鎖定：官方網站、FB & IG」
（LalaTai 拉拉台，2019 年 07 月 09 日）
，也會提及影
展主題，像是「本屆影展主題『酷兒敢曝』帶出自在展現自我的精神」
（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1 月 20 日）等。由此也顯示出，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會透過網
路網路媒體以達到宣傳的目的，也能觸及到更多潛在的觀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站台代言」也是撰寫時的重要內容，在內文中會提及
導演、演員、政府官員或影展代言人對酷兒影展、電影的想法，其實也是試圖透
過這些人的影響力，讓社會大眾能更加重視酷兒影展等議題。這些內容除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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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可以透過自身的影響力之外，結合自身經驗對酷兒影展和酷兒電影表達看法
與立場，甚至酷兒影展的理念相互呼應，不僅達到站台宣傳的目的，也使得更多
人可以從中認識此議題。
McGuigan（2010）提出的文化公共領域是一個可以讓閱聽眾對於文化娛樂
等議題與生活做連結，以感性的溝通方式來表達與討論他們感興趣的議題。而酷
兒影展更是一個對單一議題討論交流的空間。從網路媒體的內容中其實可以看出
一個文化公共領域的呈現，像是代言人會分享過去觀看或拍攝酷兒電影的經驗，
結合當屆酷兒影展的理念提出想法，或是藉由分享自己家人的酷兒故事，結合酷
兒電影的劇情內容，以表達自己的感想，亦或是支持酷兒議題的演員、媒體人出
席影展的活動，以行動表示支持，更有政府官員分享政府這些年為酷兒議題的所
提供的協助與促成。藉由這些人的分享與對話，可以發現網路媒體不單單只是宣
傳影展的工具，而是能讓這些討論的內容保留下來，讓閱聽眾可以在閱讀之後，
了解他們的想法，並開始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再與下一個或一群人討論，層
層下來、環環相扣，文化公共領域便得以形成。如下列數則內容：
「Ella 也說，《斷背山》與《模仿遊戲》這兩部作品，讓她印象非常深刻。經典電影《斷
背山》
，描寫一對同志愛得深刻，卻被社會輿論壓力、社會道德影響，不得不放棄他們的愛
情；
《模仿遊戲》的描寫的是艾倫圖靈對世界的貢獻，同時彰顯了他不能被看見的愛情，是
多麼深刻又悲傷。
『看完這兩部電影，我內心很難受。他們的愛情明明非常刻骨銘心，卻因
為不被社會接受，只能放棄或隱藏。』」
（女人迷性別力，2016 年 08 月 31 日）

「接下這次酷兒影展宣傳大使，Ella 希望可以用自己微小的力量，讓更多人看見同志朋友
的處境，幫助更多人了解同志愛情，並且促使更多人發自真心接受：他們的愛，與常人無
異。」（女人迷性別力，2016 年 08 月 31 日）

「（影展特派員周定緯）他說：『希望能夠透過電影，傳達酷兒們的生命故事以及遭遇的困
境，希望更多人能夠理解、尊重酷兒的存在與價值』
。他也表示，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
八號解釋施行法》後，同志們雖然可以開心結婚，但依然有許多反對聲量與錯誤訊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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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社會，因此希望藉著今年酷兒影展主題『逗陣 Together』
，能號召大家一起帶出更多議題，
讓更多人看見、認識、進而理解多元性別。 」
（TIQFF 官網，2019 年 07 月 10 日）

「高雄市教育局長范巽綠感受深刻的表示，四年前聽到協會欲創辦酷兒影展就曉得很不容
易，但認為影展將國內外多元性別議題的影片帶到台灣觀眾面前，能促進更多省思與討論，
是值得做的一件美事，需要好好支持。近年來，性別議題、性別平權、性別教育等引起社
會很高的討論與關切。他提到，高雄是第一個成立大學性別所的城市，除有學界堅強的知
識背景外，與完善體制的委員會。非常感謝許多學者專家與高雄市政府眾多性平委員的努
力。台灣社會在前進的時候，大家要能更有同理心去思考、看見多元性別族群並正視性別
平權存在的必要。」（TIQFF 官網，2017 年 11 月 20 日）

「（《奧菲斯戀歌》導演托爾伊本（Tor Iben）出席影展受訪表示）……同志電影成為主流確
實很重要，這代表著一個肯認與正常化的過程。然而，酷兒電影將永遠保持它的實驗精神。
當大量的主流電影充斥時，新奇小巧的片子會冒出頭。」（GagaTai 嘎嘎台，2019 年 08 月
23 日）

「除在台灣婚姻平權路上不斷地友善挺身支持的立委尤美女給予本片肯定外，立委許毓仁
也亦曾針對本片評論：
『細膩地描述了同性伴侶家庭在面對傳統社會框架下的掙扎及面對的
困境，並帶出共同撫養卻僅有一人具法律監護人權利對同性伴侶的傷害及不公平。』」
（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0 月 30 日）

「A Lin 也提到自己擔任家族中同志姪兒與長輩之間的緩和劑，她提到小時候就看得出來
自己的姪兒是同志了，但是其他親戚會問他『你怎麼穿高跟鞋啊！』但是 A Lin 就會稱讚
他穿得很漂亮，後來姪兒就會跟 A Lin 說自己有交男朋友了。」（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09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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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影展開幕，高雄市電影館館長劉秀英、高雄市總圖館長潘政儀、電影《性事大不同》
總策劃-Kristian Petersen 熱情出席相挺觀影，而多位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同志
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主任陳威竣等友善朋友亦是站台支持肯定影展努力，齊力亮出彩虹旗
象徵性別平權不間斷……」（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10 月 13 日）

除了「站台代言」外，「影展理念」也是時常被提及的內容，從文章中可以
看到策展人會提及創展的初衷，或是文章作者會帶出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理念，
也有文章是深入書寫影展主視覺如何呼應當年影展主題等，例如下列數則內容：
「今年多了影展大使楊丞琳，片量從去年小而美的 60 部到百多部，且此次不只在台北、台
中、高雄舉辦，更希望到台南、嘉義、台東巡迴展演，將酷兒的故事深入其他城市。
『希望
跑遍全台灣！』志杰一一數著城市名後，說出內心最想望。」（女人迷性別力，2015 年 10
月 02 日）

「首屆成功舉辦過後，今年更受期待，除台北、高雄照常舉辦，今年更擴大至台中，北中
南三城連線，將感動力量上下串連，將 LGBT（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等動
人故事再次傳遞出去。」（女人迷性別力，2015 年 09 月 24 日）

「酷兒影展一向秉持著『溫柔的革命力量』
，希望透過電影中描繪的酷兒生命，再現相關議
題、建立對話平台。今年以【逗陣 Together】為主題，呼籲大家在歡慶同婚合法之外，也
為許多尚待解決的平權目標，繼續攜手努力！」（TIQFF 官網，2019 年 07 月 09 日）

「呼應本屆影展主題“VIVA”，呈現過去以來酷兒們的正面社會力量，展現酷兒們認真地生
活、在各方面的貢獻，期待消弭大眾與酷兒之間的隔閡。」
（TIQFF 官網，2018 年 0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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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三場論壇交流，讓三大地區、三個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的影人們，進行意義非凡
的議題討論交流，期許把不同地區的酷兒影展力量集結起來、散播得更遠。……今年五月
的台灣同婚釋憲，即是一個重要的酷兒里程碑，期許更多的多元性別、家庭觀念可能性被
看見、被尊重。」（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0 月 30 日）

「第三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將於十月盛大展開，今年主題為『為愛連結』
，酷兒影展特地邀
請了拼貼藝術家－詹雨樹來設計主視覺。……當時酷兒影展向詹雨樹表達這次的主題『為
愛連結』
，詹雨樹馬上想到了水手的形象。……認為水手與護士的這幅照片有一種革命後的
自由、解放氛圍，帶給人開心的感受，因此主視覺中的主要人物便是向這幅經典的照片致
敬。」（GagaTai 嘎嘎台，2016 年 10 月 15 日）

「自 2014 年開始舉辦的『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更於 2015 年在台北創立『APQFFA 亞太酷
兒影展聯盟』，透過與亞太地區多個酷兒/同志影展建立連結，更能開啟國際間的交流與對
話，彼此觀摩與鼓勵酷兒電影的創作！」（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10 月 25 日）

「2017 年酷兒影展以『酷兒敢曝 Queer & Camp』為主題，就要大家感受不一樣但依然有
自信的美麗！」（LalaTai 拉拉台，2017 年 09 月 02 日）

從上述的例文中可以發現，無論是「站台代言」還是「影展理念」都有提到
台灣社會對於酷兒議題的態度，所以「社會態度」（n=30，14.35%）也是文本中
會出現的內容，畢竟若是沒有社會中的歧視或不了解，便不會有人想透過創辦影
展或是創作酷兒電影引起大眾關注。可以從文本中發現，台灣相對其他國家對酷
兒們的態度已經友善許多，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而有一群人正努力的在促成對
酷兒友善的環境。另外從文本內文中也可以觀察到，影展主題和內容單元其實會
貼合當年時事，像是 2018 陳俊志導演逝世，2019 年的影展便設有「天后琪姐─
陳俊志電影紀念專題」
（TIQFF 官網，2019 年 07 月 11 日）
，亦或是 2019 台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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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同志可以合法結婚，當年的影展主題
便是「逗陣 Together」，期以「逗陣」為題，讓大家不分異同，都可以認識與理
解酷兒文化與議題。如下列數則內容：
「有了小孩，開始思考很多未來她們會面臨的台灣環境，關心教育、關心課綱。我們聽過
很多同志家長的分享，孩子不會覺得同志家庭有什麼奇怪，反而是小朋友的父母、老師，
個別的信仰跟觀感可能會對同志家庭的小孩造成壓迫。」
（女人迷性別力，2017 年 04 月 09
日）

「主視覺更象徵著近年台灣多元性別者的情景。這幾年作為一個多元性別者，不再是躲在
衣櫃或是在社會黑暗角落的刻板印象，而是在社會各行業努力的楷模，散發著光芒，就如
同照進每個人心中的陽光一般。」
（TIQFF 官網，2018 年 06 月 27 日）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策展人林杏鴻也提到，當年酷兒影展想尋找台中放映場地，卻因議題
敏感關係被很多單位拒之門外時，幸有萬代福影城的黃炳熙老闆，秉持著想讓台中市民能
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電影、更多元的觀影文化……」（GagaTai 嘎嘎台，2017 年 11 月 08 日）

「近幾年，在不同領域的名人響應與法規改革的討論之下，台灣社會對 LGBT 多元性別議
題的接受度有顯著的進步。但在主流討論空間中獲得較多注目與認可的，仍然是以相對容
易理解、同理的女同志（L）與男同志（G）
，而在性別光譜中遊走於曖昧地帶的雙性戀（B）
與跨性別（T）……」
（LalaTai 拉拉台，2016 年 09 月 30 日）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接續前四章，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和
文本資料蒐集與分析的結果，結合上述過程，回答研究過程中的發現。
本研究為了解台灣網路媒體對於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討論，蒐集 2014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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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間 TIQFF 官網、
《女人迷性別力》
、
《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
四個網路媒體關於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文章，針對 209 則網路內容進行初步的內
容分析和主題分析。在內容分析上，分別對文本的年份和篇幅、酷兒影展與電影
的性向與性別認同、討論酷兒電影的主題和討論酷兒影展的主題等面向進行次數
統計，再對各面向中的主題進行主題分析，深入觀察台灣網路媒體如何撰寫台灣
國際酷兒影展，並建構出影展之外的文化公共領域。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綜合前一章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初步發現，四個網路媒體並沒有 2014 年與
影展相關的文章，除了《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因於 2016 年創
建而沒有更早之前的內容，在 TIQFF 官網和《女人迷性別力》中也沒有，並不
是 2014 年完全沒有相關報導與文章，而是多以平面媒體或電視新聞為主。自 2015
年網路媒體開始出現相關內容，從篇幅也能看出，有 7 成以上的文本內容字數在
1000 字以上，顯示出台灣具相同議題性的網路媒體在對於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較多以深入且詳細的內容為主。
其次，敘寫酷兒影展與酷兒電影的內容中，可以看到男同志與其電影被提及
的次數是最多的，而跨性別和雙性戀則仍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尤其是雙性戀，
僅僅出現在影展強調的理念與代言人所呼籲的話中，連相關的電影介紹都沒有。
因此，從這個研究結果發現，雖然酷兒影展以「酷兒」為名，標榜包容多元性別，
但實際上受到關注與重視的，還是以男同性戀為大宗，女同性戀其次。不過值得
注意的是，講述男同性戀的電影不再以情慾表現為主，而是描繪更多他們的生
活。
再者，對於酷兒電影的討論，最常被討論的要素為「主題劇情」
、
「延伸討論」、
「電影編導」、「上映時間」、「得獎肯定」、「電影類型」和「電影演員」。透過主
題分析的研究，可以從文本中觀察到描述電影劇情的內容佔了 8 成以上，仔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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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其內容也可以看到，酷兒電影不再只是描述酷兒們談情說愛，而是仔細刻劃他
們的生活與所面臨的困境，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有喜怒哀樂，這些貼近真實與樸實
的劇情，甚至還有紀錄性愛藥物與愛滋病的主題，與 Rich（2013b）
、Mennel（2012）
和 Walters（2012）的研究不謀而合，新酷兒電影的出現，的確讓酷兒電影多了
其它變化，也將酷兒的真實文化帶到了非酷兒的觀眾眼前。
在「延伸討論」中也能發現，作者會詳細書寫酷兒電影的故事背景，或是導
演會敘述自己的拍攝起因，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到，作者與導演等人透過這些內容
拋出他們自己的想法，進而提出一些社會上正在面臨的問題，讓閱聽眾得以了解
他們的所思所想，引發自身的思辨，之後可能也能與他人討論其內容。從這便可
以看出一個文化公共領域的形成，也與 Warner（2002）所提出的觀點相互呼應。
另外，著名的編導、優秀的演員和獲頒獎項都是推廣酷兒電影的元素之一，這些
內容皆是為電影品質做出保證，引起閱聽眾的觀影興致，並也會附上上映時間，
以達宣傳的目的，而豐富的電影類型也能展現酷兒影展在選片上的豐富多元。
最後，關於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討論，本研究發現最常被提及的是「影展
宣傳」，此一研究結果顯示，網路媒體是推廣影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次，網路
媒體也會撰寫為影展代言與站台的人的內容，除了能藉由他們本身的影響力達到
宣傳的效果，透過他們在代言與站台時分享的自身經驗，結合酷兒影展的理念或
是酷兒電影的故事，也能讓他們表述的內容促進對話的可能性，以建構一個文化
公共領域。而從文本中所提及的「影展理念」和「社會態度」可以看出，台灣國
際酷兒影展在主題和單元的選擇上，一直都有試圖與台灣社會所面臨的時事做連
結，無論是台灣的同婚合法化，還是導演專題，影展一直努力想要做到包容多元
性別與提供不同聲音對話的平台。

第二節 未來建議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為主，輔以主題分析，針對網路媒體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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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進行研究，以 TIQFF 官網、
《女人迷性別力》
、
《GagaTai 嘎嘎台》和《LalaTai
拉拉台》著手。
本研究試圖透過量化分析與主題分析，盡可能的完整檢視所有樣本，透過研
究過程的進展，發現日後相關研究的可能性，以下將提供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
一、以內容分析資料時，可以加入非網路的媒體：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只限於網路媒體，不過從研究過程中可以知道，缺乏 2014
年的網路媒體資料，若是未來的研究，能加入非網路的媒體，如平面的報紙、雜
誌或電視新聞等加以研究，或許可以檢視和比較不同運作模式的新聞媒體對台灣
國際酷兒影展等議題的討論。
二、建議增加深度訪談法，訪問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策展人或是閱聽眾：
本研究只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和統計文本數據，再輔以主題分析檢視報導內容，
而未能與參與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人們有所互動。若是能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
除了能了解策展人或是閱聽眾對於此議題的態度，也能更進一步的去討論這些文
本內容是否真的有宣傳到影展或是引起閱聽眾的討論，或許可以更能刻畫出更完
整的文化公共領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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