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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甚麼是酷兒？
「Queer - 酷兒」這個詞最常用在「概括詞語」，有如 LGBTQIA 的代名詞；
它也可以成為動詞，稱之為「越界的行動」，轉化早期的負面形容，逾越社會形
塑的刻板性別樣貌。此概念可作為「抹掉界線」的理論基礎，發展出《酷兒理論》
(Queer theory1)，挑戰傳統觀念，抹除與解構性傾向與性別身分的傳統二元分類。
酷兒這詞除了對一般性少眾 (LGBTQAI+ group)的稱呼外，對於一般非性少眾群
體且是性別友善，尋求在性態與性別身分上更公平的人，也是可以這樣稱呼。
自我認同的性別與出生時的性別一致的狀態稱做「順性別」，反之亦然（意指自
我認同的性別與出生時的性別不一致的情況就稱做「跨性別」）。也有不願意認
同自己是任何性別的人，一般稱呼為『性別酷兒』，如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
教-羅蘊零(筆名小風)。 所以，「酷兒」的重點不再是指異性戀以外的性傾向這
種歸類式的思維，而是在於顛覆主流、傳統和霸權論述，破除性別刻板觀念與父
權制度下的舊思維。然而，酷兒也可以是基於不同原因而被邊緣化的人，譬如：
少數族裔、精神疾患、性工作者等等。
最早 LGBT group 使用「酷兒」這個詞作為引以自豪的正面用語，可以追溯
到 1980 年代後期。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引述 1989 年的文章描述
LGBT 群體為「酷兒國度」(queer nation) 中的自信兼容男女、多種族和反消費主
義者 2。2002 年美國大都會社區教會肖爾‧戈斯(Robert Shore-Goss) 在《Queering
Christ : Beyond Jesus Actes Up 》一書中曾說：「酷兒神學」基本上是越界的事
業，換句話說「視越界為酷兒神學的主要隱喻」，自覺地擁抱踰越社會規範的一
切，尤其是在性態與性別身分脈絡中，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詞理解成動詞或是行動。
也就是說「酷兒化」就像是進行一種去挑戰和干擾現狀的方法學，「酷兒化」某
些事物，是指把傳統和權威完全改變過來，以一種不同方式看事物，奪回以前被
忽視、滅聲或被拋棄的聲音或來源。「酷兒」是刻意將一個從前帶有負面含意的
詞語轉化成正向的標記，更有自信的接受所有踰越或反對社會規範的事情，特別
是關於性態與性別身分 3。

第二章 基督耶穌是酷兒？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
活。」新約聖經〈馬可福音第 8 章 31 節〉描述耶穌因為拒絕負荷當時的社會規
範，被當時的宗教權威棄絕。祂違反猶太教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和工作，又不禁
食；不守古人的傳統；赦免癱子的罪；甘願與社會上的罪人和賤民(如妓女與稅
吏)為伴；又多次斥責宗教威權，假冒為善要人防弊他們等作為，因為耶穌忠於
自己的信念而受到逼迫、排斥、最終招致殺身之禍。並且在當時充斥父權思維的
社會制度，耶穌當時發表反對輕言休妻的言論，並非以父權的立場箝制女性，而
是以反對剝削與宰制的權力不對等關係角度切入，反思性別非二元論的時代。如
何思想耶穌基督的提醒，實踐以愛為核心的性與關係，是現今基督信仰需要審慎
面對的關鍵 4。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愛」，上帝對世人有徹底的愛。《新約聖經》四福音書
中敘述了上帝之子耶穌與弱勢的人站在一起，有窮人、病者、身分低下者、女性、
娼妓。所以，若以「挑戰傳統、權威」的角度，稱呼耶穌是位「酷兒」一點都不
為過。這位酷兒耶穌跨越了傳統的界線表現出徹底的愛，讓基督信仰的核心成為
多元社會的福音。在〈馬可福音〉中第 7 章 24~30 節(對應馬太福音第 15 章 21~28
節)，這兩處經文紀載耶穌基督與希臘人屬敘利亞腓尼基族女子的對話，實實在
在地看見耶穌基督秉持著酷兒的精神，破除了既有的性別框架，實踐祂身為跨越
藩籬的拯救者使命。〈馬可福音〉中第 7 章 24~30 節經文：『耶穌從那裡起身，
往推羅、西頓的境內去，進了一個家，不願意人知道，卻隱藏不住。當下，有一
個婦人，她的小女兒被污鬼附著，聽見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祂腳前。這婦人是
希臘人，屬敘利亞腓尼基族。她求耶穌趕出那鬼，離開她的女兒。耶穌對她說：
「讓兒女們先吃飽，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回答說：「主啊，不錯！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們的碎渣兒。」耶穌對他說：
「因這句話，你回去吧！
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了。」她就回家去，見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經出去了。』
這段經文的背景，是當時這位希臘人屬敘利亞腓尼基族女子是非猶太裔婦
女，屬外邦人，在當時的猶太傳統裡，這位與耶穌攀談的女子是雙重不潔淨的，
更何況此婦人的孩子深受邪靈的攪擾，婦人本身也是污穢之身，她大膽的跪在耶
穌的腳前請求耶穌給予施救，這樣的行徑在當時父權體制下是受眾人睥睨的，而
且門徒們一直催促耶穌快快打發婦人離去，但婦人為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安危，不
惜一切地請求耶穌基督的慈愛憐憫給予救恩，而耶穌因著宣教的使命以及祂對邊

緣社群的關顧與同理，最終在自我轉化的過程中，跨越了傳統潔與不潔的規範，
成為真正的顧及社會邊緣、貧瘠、生病、被拒絕、被壓迫社群的救恩者基督 5。
從馬可、馬太福音書所描述的情景，我們可得知耶穌當時並非一位英雄人物，
而是一位身處猶太社會中最邊緣弱勢並且有待解放的猶太男子。耶穌受到當時社
會文化框架所挑戰，同時也歷經幾番挫折，更甚至對當時民眾的回應感到焦慮。
在不同處的經文描述，也再再顯示祂在生活上的種種失落。以這樣的有血有肉的
耶穌比照我們的生活樣貌，讓我們更能感同身受那些遭受性別歧視與壓迫的性少
眾族群之處境。所以，任職於香港九龍佑寧堂的王美鳳牧師曾感嘆地說：「聖經
的權威性，是在容許對話和探索的情況下被確認和尊重。如此看來，詮釋聖經這
本具『群威』的基督教典籍，是知識和經驗的結合，信仰與實踐的旅程。」
當基督教深信上帝是全能者，祂的創造是完美的。所以現實生活中的生理性
別上有多元樣貌的人類，學名為間性人(雙性人)，也應該是祂完美的創造才是。
在舊約聖經中耶和華曾預言「有一天閹人也會受到接納成為他的僕人，只要他們
順服上帝，上帝就會賜給他們一個名字，這個福分比有兒女更美好。」〈以賽亞
書 56 章；4-5 節〉這也正好呼應了細細老師從信主以來的名字改變的歷程，自「陸
耀鴻」到「陸月明」，之後又聽見上帝響起的一道聲音說：「以後妳的名字叫
small，謹記在我面前你是微小的，但我能深愛那微小的你。」現在細細老師總
是用 small 細細活出充滿愛的自己 6。
後來《新約聖經》時期紀載，耶穌基督廢除了摩西律法，凡信從基督的，不
論貧富貴賤，身體狀況不再是個障礙，都可以成為上帝屬靈的兒女。 據〈馬太
福音〉第 19 張 12 節記載，耶穌基督曾論及三種閹人。耶穌說：「有些閹人從母
親腹中一生下來就是這樣的，有些閹人是被人閹的，還有些閹人是為了天上的王
國而自願做閹人的。能接受的，就接受吧。」並且〈哥林多後書〉第 5 章 16 節
說到，耶穌基督的愛激勵我們，祂替眾人死來贖罪，讓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
認識人。藉由聖經的眼光看世界的一切現象，也似乎早就告訴我們上帝創造萬物
的多元性，並且要互相以愛相待才對。 另外，我們若用醫學的觀點來看耶穌的
誕生，耶穌是由他的母親瑪利亞經由聖靈感孕而來，他的母親沒有跟任何的生理
男性交配便懷孕，那代表耶穌體內可能沒有男性的 Y 基因啊！就古籍中所描述
的耶穌外表相貌又酷似生理男性的性徵，我們實在無法用科學驗證耶穌是否只有
X 染色體，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耶穌不是雙性人的可能性。連生理性別(Sex)都
跨出性別二元框架的耶穌，難道不能稱祂為「酷兒」嗎？

第三章 宗教滲入校園傳教？
「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這 20 年來培訓了一群很會說故事的志工們，
並且研發了許多上課教材，嘗試用《聖經》為文本，訴說有趣又發人深省的故事。
看似無礙且以為有利於學生生命成長的課程中，卻從教學的現場聽聞令人咋舌的
案例。例如彩虹志工們會直接斷言知名繪本《奧力佛是娘娘腔》中性情陰柔的主
人翁是生病了才會如此嬌弱，批評性別表現的多元樣貌，鞏固父權思維的論述，
認為男孩就應該表現出男子氣概而非嬌羞靦腆。但我們看這些說故事者無法客觀
說明，更甚至帶有主觀意識的評價，根本不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制定的內容「應
以教育方式尊重性別氣質差異，消除性別歧視」，及不可因性別氣質表現差異而
做出歧視行為之規範。
為此，一定要提到一起因強制變性而引起無妄之災的案例。1965 年在加拿
大出生的一對雙胞胎兄弟，八個月大因為排尿不順而接受割包皮手術，但當中的
哥哥布魯斯因電燒手術發生意外，陰莖被燒掉了。母親憂心的帶陰莖受損的孩子
至霍普金斯醫學學院找美國心理師權威約翰·威廉·曼尼博士（Dr. John William
Money)，曼尼博士是「性別中立理論」的強烈支持者，他認為兒童在出生時是
無性別差異概念的，對性別的認知幾乎都來自於後天的環境和教育，如果從小對
兒童進行「性別的再分配」，並加以正確的培養，他們都能擺脫原來的性別。當
時，他還設法從一群雙性人之中得出支持其理論的數據。從前，他研究許多雙性
人的性別，很多有微小陰莖的兒童被分配為女性，即使他們的基因型為 XY，然
而用一群性別模糊的雙性人來做實驗數據，說服力著實不足。於是他建議布魯斯
的父母接受「性別意識由後天教養決定」假說，主張為陰莖受損的小孩-布魯斯
做性別重置手術，用外科手術將其生理性別改造成女性，更名為布蘭達（Brenda）。
當時這個嬰兒才 22 個月，並且在青春期後定期服用賀爾蒙幫助生理性別的轉換，
另外用教養模式讓這個孩子開始學習成為一個女孩，依照「性別意識由後天教養
決定」的理論基礎，更進一步為布蘭達進行思維上的性別扭轉治療實驗，並且強
迫布蘭達與其孿生兄弟布萊恩擺出各種性交姿勢，加強布蘭達確實扮演女性的性
別角色樣態。
雖然，這樣的性交演練引導學習性別角色在現今的性別理論中是非常不被認
同的，但在當時曼尼博士卻認為，在幼童期進行性交預演能幫助布蘭達建立健康
的性別認同。這對雙胞胎在 9 歲時，曼尼博士就對外宣稱這個案例是成功的，他

把這對雙胞胎化名為「John and Joan」並發表了論文，從「John and Joan」的案
例中，他得出了「性別取向乃後天決定，與先天性別無關」的推論，這項理論在
當時雖有爭議，但仍主導了醫學界長達三十多年。很多人幾乎相信他已經成功驗
證了「性別中立理論」，因為他得到一個「性別取向乃後天決定，與先天性別無
關」的結論。而且約翰·威廉·曼尼博士在權威期刊《性行為檔案》的論文中寫道：
「這個孩子布蘭達（Brenda）(原名為布魯斯)的行為顯然是一個活潑的小女孩，
跟雙胞胎弟弟多麼的不一樣」1973 年 1 月 8 日美國〈時代雜誌〉也特別報導了
這個案例 7。
但當事人認為曼尼博士給的建議並不是治療，而是一種傷害。其實布蘭達（原
名為布魯斯）在進入青春期後，產生嚴重的性別認知混亂，再加上曼尼博士多次
的「後天教育」和「性愛演練」，這讓她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這樣的變性扭
轉治療讓布蘭達(原名為布魯斯)在 13 歲時就萌生出自殺的念頭。就在這孩子 14
歲那年，父母才告訴適應不良的「她」出生時的原生性別以及這一場性別改造的
經歷。1987 年布蘭達（原名為布魯斯）再次進行性別還原手術，挖掉人造陰道、
陰莖重建、埋設人造睪丸、施打雄性激素等，且再次更名為大衛·利馬（原名為
布魯斯），並於 1990 年 9 月 22 日與珍·芳婷（Jane Fontaine）結婚，並成為她三
名兒女的繼父。但大衛（原名為布魯斯）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面臨了多重的衝擊
和壓力，除了與父母溝通上一直以來都有些衝突，更包含父母為他做性別決定，
造成他性別認同過程中身心靈的巨大打擊，也使得他的婚姻與工作都出現危機。
就這樣，在 2004 年 5 月 4 日，大衛舉槍自盡結束生命，享年 38 歲。而孿生兄弟
布萊恩因為從小被迫常與大衛·利馬（原名為布魯斯）比較，而且常被做為性愛
演練的對象，長期壓力之下因此罹患思覺失調症，2002 布萊恩因服用過多抗憂
鬱劑而死。
因為此案例發表後，得到的結論備受爭議，1997 年生物學家米爾頓·戴蒙
（Milton Diamond）說服大衛（原名為布魯斯）將自己的情況公諸於世，以阻止
其他醫生繼續對其他幼童進行性別重塑的手術。於是，大衛將自己的故事告訴了
戴蒙，並發表在重要期刊《小兒與青春期醫學檔案》8，粉碎了威廉·曼尼博士「性
別改造」的神話，也引起了國際間的高度重視。同年 12 月，大衛的故事由約翰·
科拉平托發表於《滾石雜誌》9，並在《性別天生》10 （As 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一書中更詳細的說明此一事件。曼尼博士總是宣
稱：人類的性別可以成功地以人為手段去轉變。但他晚年受帕金森氏症所苦，他
不知道大衛·利馬這一段悲慘的遭遇就是因為他提出不成熟的學說，引導了攣生

兄弟一家走上冤枉路，當事實真相揭露後，才發現生命卻已經殘破不堪。至今，
仍有許多保守基要派的基督徒，因其研究而認為後天的教養與馴化可使人的性別
認同作扭轉與改變，更因此認為執行性傾向矯正療法是為正當手段。
在非醫學領域裡性傾向的矯正治療，如 Reparative therapy , sexual
reconstruction, conversion therapy 擁有許多的支持者，其實可以歸咎 Narth「同性
戀研究及治療全國協會」 1998 年聯合一些保守派的宗教團體，大舉在美國各重
要平面媒體刊登大幅廣告，登載同性戀矯治成異性戀的“成功”故事。同時，又有
一群曾經有同性性傾向者在美國精神醫學年會會場外抗議，認為精神醫學學會漠
視他們的治療經驗與療程。於是，美國精神科醫師 Robert Spitzer 教授想探究他
們所宣稱的療效，他以電話深入訪談 200 位接受過此療程的民眾，以評分表評估
治療前後性取向的變化。但這些受訪者主要還是由 Narth 及 Exodus International
（走出埃及國際組織）推薦，而這位在 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精神病理學家 Robert
Spitzer 教授在 2001 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年會報告《Can Some Gay Men and
Lesbians Change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研究成果，並集結成正式論文，發表
在當代研究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雖然該論文所採樣
的方法和所設定的成功標準都備受質疑與批評，但 Robert Spitzer 教授卻大受到
反同志(LGBT group)團體歡迎，並以此發表作為「同性戀是可矯正 4」的有力根
據。雖然 2012 年 5 月 Robert Spitzer 教授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訪問時，
他坦承該研究有許多瑕疵，例如：完全單憑受訪者的報告，沒有第三者的參考資
料，也沒有事後追蹤資料等等。就算當時 Robert Spitzer 教授對同志群體公開道
歉，認為這起發表是他在專業領域裡犯下的唯一錯誤，但造成性少眾群體的有形
傷害並沒有因道歉而馬上得到平撫，這些研究得到的偏頗結論早已無遠弗屆地蔓
延開來。
如 2019 年 1 月當來自美國猶他州的馬希森是「矯正療法」的倡導者兼治療
師，都親自接受電台訪問並公開向曾因為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受矯正治療的人道
歉。因為自身從小信仰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俗稱摩門教）而接觸許多恐同思惟（homophobia 恐同症）。即
使馬希森一心只認為「同性戀是罪惡」，儘管同性戀傾向實為馬希森內心深處的
一部分，但因外在壓力迫使自己強力抵抗這深層的因素，故完全相信人們的性傾
向是可以受到人為的信念強制改變 11。世界精神醫學會於 2016 年 7 月 29 日發布
聲明指出：「同性間的性吸引、性傾向和性行為皆屬於人類性行為的正常模式」，
也認為「這些性生活型態是多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並且嚴正地聲明：這些企

圖改變性傾向的「矯正/扭轉治療」都是缺乏科學療效的，並且刻意強調這些所
謂「治療策略」其實會帶來更多生命上的傷害和負面影響，對於不被視為疾病的
性∕別少數有任何治療的意圖，是全然違反倫理的 4。
縱使已有慘痛的案例陸續浮現，但這些錯誤的臨床實驗結論早已開花結果，
後續還是有許多支持「性的扭轉治療」擁護者，藉著錯誤的信仰認知而開始進行
洗腦式的思想灌輸，尤其是針對如海綿吸收體般不斷學習的學生群體。又或者是，
彩虹愛家的志工們會在上課時用嫌惡的眼光批評「性」的發生；或偏頗的認定婚
姻之外的性行為是不道德、不純潔的，並以負面角度形容發生婚前性行為及女性
進行墮胎後的後果。這是一種恐嚇式教育，只是製造孩子對性的恐慌，缺乏性的
知識，更失去教育的本質。像是強調禁慾、純潔教育與守貞教育的態度就暗藏歧
視女性觀念，而且無法讓學生了解有關預防性病、安全性行為及避孕等相關知識。
諸多反對探索自我等等的保守性觀念，只給予青少年／青少女們單一價值觀和選
擇，反而促使學生們因為好奇或性賀爾蒙催化作用下進行了陰莖-陰道性交以外
的嘗試，也會認為自己是在禁慾或「技術性守貞」，最後反因性知識不足而傷害
了自己與他人。從 2006~2016 年美國諸多單位都證實，國家實施保守的禁慾與守
貞教育對青少年齡層的性病的傳播速度與非預期懷孕的比例都並未有顯著的降
低 12-15。所以，美國兒科學會不建議用禁慾、守貞教育理念成為學童性教育的養
成方式 16。
況且，彩虹愛家團體進入校園想傳達的理念，本為上帝的福音建立起耶穌生
命公義和愛的信念，出發點原是一種善的循環，但團體的成員們卻因「自以為」
的信仰及愛，傳達性少眾(LGBT+group)群體的錯誤性質與罪孽。根據關心教育
的家長們細心的統計，這些團體在授課教材中居然用高達 45%的宗教術語做教學
17

，並強烈的「傳遞婚姻家庭應為一男一女所組成」的價值觀，無法接受與包容

多元家庭的樣貌。但綜觀現今的家庭樣貌，仍有許多單親家庭、單一性別的寄親
家庭、同志家庭等現況存在，當單一的價值觀凌駕於孩子們的想像，將貶低並歧
視他們處在一個多元家庭裡的事實。基於上述證據應可推論，身為信仰領袖的基
督耶穌，一定會站出來為受屈辱者辯護，且帶者酷兒的思緒吶喊：「你們不要評
斷別人，免得你們被審判。因為你們怎樣評斷別人，也必怎樣被審判；你們用什
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第 7 章第 1~2 節。
我們尊重並且感激所有為孩子付出的志工，但同時也呼籲學校也必須堅守
〈教育基本法〉中，宗教團體不得入校傳教，並且將性平教育中涵蓋的四大面向

性侵害防治、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項目回歸教學專業。我們也建議入
校服務的志工或團體必須接受每學期四小時以上的性平教育課程，一同打造性別
友善的學習環境。

第四章 聖經文本的啟示
聖經容許信徒們及一般民眾在不同的時空，以非主流卻是有血有肉的生命象
度去探索和想像，從而發現上帝無限的美善與智慧，體驗祂給予的信息，為信徒
以致於全人類帶來釋放的力量。本篇透過用酷兒的視角來解讀聖經文本，推定聖
經文本並非只有一個被傳統視為「對」的解說，而是相信經文透過詮釋者的生命
經驗，揭開許多不為人知的隱藏層面，呈現出多重的意義。 運用酷兒釋經的方
式看見「多重意義」，而非否定或扭曲「真理」，相信正典在展現真理的同時，
也鼓勵釋放、充權和改變，使人重拾被貶低的生命價值 1, 18。猶如林肯總統宣示
就任時手持著自己的《聖經》聲明解放種族位階隔閡的信心；馬丁‧路德‧金恩牧
師亦手持《聖經》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藉此捍衛和平理性的平權之路；
以及此世代最具權威的性平運動前輩 —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
格（RBG） 按著聖經宣誓就職，並以終生志業在法律上捍衛性別平權的理念，
以自己的生命公然的推翻性別刻板印象，走出了 60 多年來性平運動的活歷史 19。
轉回到亞洲，香港基督教神學教育工作者胡露茜老師 30 多年來，在神學理論、
性別公益、民主社會運動中以偏離傳統的方式，將神學理論應用在生活層面上，
從 2017 年出版《我是教會的一根刺－信行三十年文集》20 中看見耶穌的腳蹤。
我們也呼籲大家可從醫學、生命科學的實驗與觀察中得到的經驗來應對，而
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或獨斷性的深入思維。性別的樣貌取自多層面因素：基
因型的、染色體的、錘狀體的、性腺的、性器的、心理性的（大腦認知）、教養
環境等多方因素交織呈現，自然地就形成了性別多元樣態，人類要不要尊重自
然？如果我們願意尊重自然，理當就可以寬容的看待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生命樣態
才是 21。長久以來性∕別少數受到社會標籤化，承受不少非議與歧視，我們如何營
造一個較具關懷與支持性的環境來關顧他們，乃是所有專業或非專業人士都需要
努力的地方。 耶穌基督在兩千年前就已經選擇一條難行的道路，在那個以主流
為標竿的時代，凡不符合這套社會標準的人，往往被冠以莫須有的污名受盡打壓。
而今，經歷了幾千年來的文化洗禮，我們不能只將耶穌美化，僅認為祂道成
肉身來到世上是為了成就神的救恩，卻忽略了祂在世上是如何反對主流文化信仰

的重要行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對性別友善的陳佩儀牧師於高師大發表碩士論
文〈牧者性別平等意識形成歷程及行動實踐之探究〉22，呈現出在基督信仰團體
裡牧者們的省思與行動，讓我們學習用酷兒化的眼界看待社會上的性別議題。如
果酷兒基督看了彩虹愛家團體(彩虹媽媽)所闡述的故事內容，可能也會憤恨不
平，因為彩虹愛家團體的宣教理念已經缺乏了酷兒性，反而跟緊守律法的人一樣，
只以主觀價值看待多元樣貌的個體，逼迫不同於主流的酷兒們，釘上那些主流規
範價值觀的十字架，一如耶穌基督被當時的猶太宗教領袖、法利賽人、羅馬軍官
釘死於十字架上的景況。
希望藉由本文傳達，透過酷兒化的眼光觀察社會現象，不再以沉默或放棄的
態度面對這個多元變動的世代，而是結合充滿愛的信仰與學術理論的應用，讓這
世代的性別運動秉持著「平權有愛、性別無礙」的精神，促進性別平權的實現。
關鍵字: Queer - 酷兒、聖經、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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