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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過去數十年，性別與性相（sexuality）1 在眾多學科中逐漸興

起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在中華文學與文化（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 這一學科下所進行的性別與性相研究，其着眼點為女

性性別（female gender），至近年始有學者轉向研究男性性別（male 

gender）。3 至於針對同性性相的研究，無論所研究的是女性性別

1 譯註：在翻譯本書時，首先要面對的難題是如何翻譯 “sexuality”。這個詞難以翻譯的主
因，是它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性傾向，二、包括性傾向在內與性相關的一切。針對第

二個意義，有學者提出「性相」這個譯法。但譯者在與本書作者討論後，得他確認書中某些使

用 “sexuality”一詞之處確實是指性傾向。有鑑於此，譯者若肯定作者所指是性傾向時，即直接
譯作「性傾向」，但若感覺作者所指之意義大於性傾向，便譯為「性相」。然而，作者原意與

譯者理解之間是可能出現落差的，因為在此先向讀者說明此翻譯策略及其限制，以供讀者在

讀到「性傾向」或「性相」時多作參考。

2 譯註：本書中譯本另一個翻譯難題是 “Chinese”這個既是名詞又是形容詞的詞彙。作名
詞時，它常被譯作「中國人」或「華人」（若指語言則多譯為「中文」、「漢語」或「華語」）。

可是，正如本書作者在本引言中指出，台灣人及香港人都不能被簡化地稱為「中國人」。在華

語語境下，「華人」並不等同於「中國人」，換成英語卻通通變成同一個字。這個以政體之分

簡化了更複雜的華人經驗的問題，也出現在 “Chinese”作形容詞使用時。有鑑於此，譯者不將
“Chinese”譯作「中國（的）」而譯作「中華（的）」；基於這個翻譯策略，及後在翻譯 “Chinese 
cinema”一詞時，亦不取定譯「華語電影」而另闢新譯「中華電影」。以下若有使用「華語電
影」，所指的便不是廣義的「中華電影」，而是「說華語的電影」（Chinese-language film）。若
“Chinese”所指為語言，譯者亦傾向譯作「華文」多於「中文」。

3 見 Zhong 2000及 Loui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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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男性性別，都可以說是崛起中的新領域。4 與此同時，我們也

見證着中華電影（Chinese cinemas）迅速在現代與當代中華文學與

文化研究中取得一席，成為最富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尤其在關

注性別與性相於電影中的再現上更是如此。5 本書立足於中華研

究（Chinese studies）、性別與性相研究及電影研究的交匯點，以當

代中華電影中的男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再現為研究對象，

期望對上述令人振奮的學術發展有所貢獻。

本書聚焦於當代（即 1990年代以降），這是由於中國、台灣

及香港以男同性戀為主題及以男同性戀者為主角的電影激增的現

象相對近期。誠如張英進和蕭志偉在 1998年出版的《中華電影百

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Chinese Film）中坦言，「直到 1990年代，同

性戀才被視為值得認真關注的主題」。（Yingjin Zhang and Xiao 1998，

300）本書從多方面審視這一現象。首先，本書將說明男同性戀在

中華電影中被再現的契機，並追溯此契機至 1980年代，其時，中

華電影於國際舞台嶄露頭角。其次，本書將闡述當代華人社會與

中華電影是如何談論同性戀這一議題的。第三，本書將探討電影

再現（cinematic representation）的意義、政治及包袱，並質詢與電影

再現相關的身份政治應否作為討論所選之電影的基礎。第四，本

書將深入分析重點電影及其作者，將他們置於各種脈絡，橫跨前

現代的戲曲反串及後現代的離散性相。本書主張中華電影中的男

4 見 Chou 2000、Sang 2003及Martin 2003c。

5 此書撰寫期間出現了不少新的出版品，我僅能將一部份寫進書中，包括：Berry and Lu 
2005、Lu and Yeh 2005、Pang and Wong 2005和 Yeh and Davi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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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再現既多音又多樣，「中華性」（Chineseness）和「同性戀」

的單一、本質構成因而受到挑戰。

 

 理論化中華性，反思中華電影

在研究中國、台灣和香港之電影時，本書凸顯出「中華性」

這個建構物。然而，中華性的基礎到底在於種族／族裔（race/

ethnicity）、文化、語言或地緣政治，往往引發爭論。6 過去二十

年，英語學術界曾兩次高姿態地論辯，力求就中華性這個概念及

身為華人的意義達成共識。第一次是 1991年春季出版的《代達洛

斯》（Daedalus）特刊（其後由杜維明編輯成書，於 1994年出版）。

第二次是 1998年秋季出版的《界線二》（boundary 2）特刊（同樣被

編輯成書，周蕾為主編，於 2000年出版）。儘管兩本書均容納不

同聲音，兩位主編的立場卻大相逕庭，可以說，杜氏是在「異中

求同」，周氏則是在「同中求異」。

杜氏所提出的「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自此掀起激辯。

據杜氏所言，「文化中國」可劃分為三個象徵範圍。第一個是按

文化和族裔定義的華人社會，即主要人口為華人的中國、台灣、

香港和新加坡。第二個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通常被稱為「海

6 雖然以「種族」（race）為分類的命名方法備受質疑—因此加上引號—但在學術上，

卻非每每皆可將之與「族裔」（ethnicity）完全區分。見 Fenton 2003、Guibernau and Rex 1997
及 Bulmer and Solomo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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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華人」，最近則多了「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這個說法。

第三個由個別男女組成，不分種族或國籍，凡有志並投身於研究

中華世界者便屬此範圍。（Tu 1994a，13–4）本書所研究的電影皆

出自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社會，因而呼應杜氏的第一個象徵範

圍。7 基於這個原因，也為免重複「中國、台灣及香港之電影」這

串贅詞，整本書我都使用「中華」電影一詞。

不過，我也同樣關注（若非更加關注）對中華性之單一、

本質構成的批判。周蕾列舉了不少例子，包括中國境內的少數

族裔、解放西藏的訴求、台灣獨立運動和後殖民香港所發出的

民主呼聲，以證明近年有多股另類勢力正在集結，並提出「我

們開始目睹知識逐漸轉向，皆在修正視中國為同質、單義的主

張」。（Chow 2000a，6）周氏這個說法也見於其他已出版的論文，

可視之為對杜氏「文化中國」的回應或反響。8

 

7 我認為新加坡與中國、台灣及香港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並未自稱—也並未被

宣稱—為中國政體的一部份；相反，中國、台灣及香港內部對中國政體的劃分卻眾說紛

紜。本書不討論新加坡，因為本書所關注的是同性戀，儘管該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製片量

大增，但截至本書原英文版出版，仍不見以同性戀為主題的作品出現（陳子謙的《15》稍涉男
同性情慾〔homoeroticism〕）。近年，雖然有研究把新加坡電影納進「華語電影」（Chinese-lan-
guage film；Lu and Yeh 2005）的條目，但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案例會為中華性這個議題添加
另一個難題。見 Lim 2007。

8 見 Ang 2001及 Chu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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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中華性這問題在許多層次上都離不開政治。9 無可

否認，中華性作為地緣政治和地域上的專稱，至少自二十世紀

下半葉起，就存在着三個華人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

國（台灣）和英屬香港。出自三地分離的國族與文化認同意味着

台灣人和香港人—加上其長期被日本（台灣）或英國（香港）

殖民的經驗—已不能被簡化地冠上「中國人」這個統稱。10 顯

然，「以『中國人』作為指稱是有問題的，此問題足以替『中華

性』除魅，不視之為預設、單一及永恆不變的本質」，（Yingjin Zhang 

2004，4）然而，「異中求同」與「同中求異」之間的張力既難輕易

化解，也被複製到「中華電影」（Chinese cinema(s)）的定義上。11

尼 克． 布 朗（Nick Browne） 在《新 中 華 電 影》（New Chinese 

Cinemas）的引言中，指認出這股張力：

9 關於中華性或身為華人是否政治問題，可比較杜維明和洪美恩（Ien Ang）為各自論文所
下的結語。杜氏認為，「身為華人的意義基本上並非政治問題，而是飽含倫理與宗教意涵的人

類關懷（human concern）」。（Tu 1994a，34）洪氏則寫道，「如果說，我因血統而必然是華人，
我會說，只有在某些時候我才同意自己是華人。至於何時同意、為何同意，那就是政治問題

了」。（Ang 2001，36；粗體為原文強調）杜氏把中華性問題歸入倫理與宗教範疇，這動作本
身就具有政治性。正如王愛華和唐納德．M．諾尼尼（Donald M. Nonini）指出，「所謂的亞太
新小龍國的精英們，把中華性像儒家思想般本質化，輕易而舉地採用了泛亞洲性（pan-Asian-
ness）這後設銘刻（meta-inscription）和處方。不同國籍的亞洲政客都在尋找與亞洲現代性的
離散華人圖像產生共鳴的策略，尤其是如何表述與西方相關的爭議，例如貿易壁壘和人權」。

（Ong and Nonini 1997，328）

10 見 Brown 2004。

11 雖然我曾在某會議上聽過有學者言之鑿鑿地指出，要理解身份乃建構而成，是「不費腦

力」（no-brainer）的，但我們切忌低估了許多腦袋對本質主義的執迷，包括出席學術會議的腦
袋。2004年 10月，我在哈佛大學發表關於「酷兒化中華性」（Queering Chineseness）的論文，
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認為我忽略了中華性的「神聖」面向。他以「天人合一」形容身在中

國的華人，又以「落葉歸根」形容海外華人，這就是他所謂的中華性的「神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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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華電影假設為華人國家的單一文化表述，難以經得起歷史

的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及其電影各自被貼上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標籤。然而，誇大這些差異

會使我們忽略了由社會、意識形態和美學等形式所構成的共同

文化傳統，此共同文化傳統藏身於中華電影這一整體的背後，

成為其特徵。本書從共同文化元素和因歷史及政治分歧而起的

形式與意義差異之間，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的中華電

影。（1994，1）

值得注意的是布朗的遣詞用字，他剛承認「中華性」的構成

中存在差異，隨即卻為了共同性的緣故而淡化差異。葉月瑜在評

論《新中華電影》時，批評了使用「中華電影」一詞的風潮。她

指出，無論是作單數或複數使用，以該詞涵納香港、台灣和中國

大陸的中華電影，都是對該詞本身的問題視而不見。（Yeh 1998，

74）儘管使用複數至少承認「中華」這符號背後的多樣性，卻

不等於解決了問題。（Chow 2000a，18）確實，在中國、台灣和

香港這三地的電影都被納入「中華電影」（或以下將提到的「跨

國中華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這個統稱的前提下，

再怎麼嘗試把三地電影區分為個別「國家」電影，也只會徒勞

無功；畢竟，採用這個統稱是自 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明顯共

識」。（Yingjin Zhang 2004，4）12

12 有不少例子視中國、台灣及香港電影為個別條目，不以「中華電影」這個統稱來概括它

們，著名者有Hill and Gibson 1998和Nowell-Smith 1997。前者將三地電影歸入世界電影（world 
cinema），後者則在「世界的電影」（Cinemas of the World）下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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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華性」的問題碰上電影，必然促使我們反思國

家電影（national cinema）這個主導電影研究做學問及出版的方

法。13 在《中 華 國 家 電 影》（Chinese National Cinema）的 引 言 中，

張英進率先點出在千禧年代之始，並在全球化、後殖民性（post-

coloniality）、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和

新科技發展的夾擊下，為國家電影出版又一冊專書的反諷。（同

上，1）鑑於過去十年左右，世界各地都有國界被重新劃定（尤其

是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這個包括人與地在內的概念歷

經幾番分拆與重組，這是個既解構亦本質化的矛盾過程。而就電

影而言，國家這個概念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在某地生活的人如

何定義自己（更別說離散族群又會提出不同的要求），更牽涉日

趨跨國化的生產模式。國家電影這個學術概念不只是個「燙手山

芋」（湯姆．奧列根〔Tom O’Regan〕在談澳洲電影時如此宣稱，張

英進亦如此談中華電影； Yingjin Zhang 2004，3），更是深陷危機、

亟需範式轉向（paradigm shift）。

與使用「中華電影」一詞的爭議並行的，是兩套為取代華

語國家電影範式而互相競爭的概念框架—其一是魯曉鵬提出

的「跨國中華電影」（Lu 1997c），其二是葉月瑜提出的「中文電影」

或「漢語電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 Yeh 1998； Lu and Yeh 2005），

13 然而，再三強調，也不嫌多：國家電影的定義是有問題的，這並非只發生在中華電影。

巴斯克電影（Basque cinema）與加泰隆語電影（Catalan-language cinema）之於西班牙電影、或
魁北克電影與之於加拿大電影等，這些例子促使我們從比較的進路再思國家電影。一些學者

開始把「國家電影」重整為「電影及國家」（cinema and the nation）。見 Berry and Farquhar 2001
及 Hjort and MacKenzi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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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華語電影」，兩者皆見於華語出版品中。14 儘管兩個框架

皆準確地指出國家電影範式的不足，卻各自衍生出新的問題。

魯氏在其《跨國中華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的引

言中，對中國電影的歷史發展追本溯源，並主張「中華國家電影

只能被放在正確的跨國脈絡下理解」。（Lu 1997a，3；粗體為原文

強調）魯氏從華語案例中勾勒出不同程度的跨國主義，似乎是在

強調「電影生產、發行與消費的全球化」。（同上）魯氏的原意

顯然是要使電影前的「中國」或「中華」二字去中心化，但以跨

國中華電影這個統稱來概括中國、台灣及香港之電影，卻不見得

取代了國家，而儼然是把國家挪用到更大的框架。魯氏稱，「這

三個電影傳統各向不同方向發展，卻皆力圖指稱『中國』這個共

有物」。（同上，12）這說法固然惹來爭議，另一方面，魯氏主要

把跨國主義視為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樣做既無法直面，更遑論挑

戰「中國」作為象徵或實際符號。15

葉氏則重申她在 1998年提出的「華語電影」，認為這是「比

較全面的用詞，能涵蓋所有與華語相關的本地、國家、地方、

跨 國、離 散 及 全 球 電 影」。（Lu and Yeh 2005，2）然 而，就 連 魯

氏和葉氏也承認，這個模式自有其問題，包括「內嵌於中華電

14 見李天鐸 1996；葉月瑜、卓伯棠和吳昊 1999及鄭樹森 1995。

15 魯曉鵬承認，「當代中華電影最大的矛盾似乎是，某些電影之所以取得跨國地位，正

因為它們在西方觀眾眼中具備貨真價實的『國家』、『中國』和『東方』色彩」。（Lu 1997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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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及 社 會 中 的 語 言 階 序（ linguistic hierarchy）和 社 會 歧 視（social 

discrimination）」，（同上，3）而我想指出，他們忽略了不少問題。

首先，當他們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製作及發行的國語片」為

例，說明「華語電影與中華電影同義」及「國界與語言相符」（同

上，1）時，便忽略了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及其不能被歸類為「華

語」的語言。16 其次，當他們宣稱「世界各地的華語方言使用者

以華裔居多，而非被迫或被灌輸要說外來殖民者之語言的原住

民」，（同上，4–5；粗體為我的強調）並嘗試據此從某些後殖民

電影中區分出「華語語系電影」（Sinophone film）時，卻忽略了內

在殖民的過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吞併、台灣對原

住民的漢化和國民黨佔據台灣及相關的語言政策。17 第三，愈

來愈多中國、台灣、香港及離散導演執導非華語電影—陳凱歌

的《索命色計》（Killing Me Softly，2002）是英語片，侯孝賢的《珈

琲時光》（2003）夾雜了日語和英語，陳果的《人民公廁》（2002）

夾雜了韓語和廣東話，而李安在這群導演中尤其突出—這不

只印證了電影製作的跨國面向，也印證了跨語際（translingual）

和跨文化（transcultural）這兩個面向，而這兩個面向可能立足

於中華電影這結構中，也可能不。18 最後，他們不加區分地並

16 可以肯定，這一點也適用於台灣和香港的非漢族少數民族。關於中國的種族／族裔論

述，詳見 Dikötter 1997、 Berry 1992及 Mullaney 2004。關於少數民族電影的研究，見 Yingjin 
Zhang 1997。

17 關於以後殖民理論來處理台灣這個案例的問題，詳見廖炳惠 2000及 Teng 2004。

18 張英進在談及香港電影自 1980年代以來「刻意混雜的語言習慣」時提醒，「『華語電
影』也可能是個更狹隘的統稱，因為華語電影只因共有的語言特質而結集的假設並不正確」。

（Yingjin Zhang 2004，5；粗體為原文強調）裴開瑞（Chris Berry）也指出，「由於離散電影大量
使用外語，因此，就連現正流行的『華語電影』這一概念也不夠廣泛」。（200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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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言」（ language）、「方 言」（dialect），並 宣 稱「『華 語 方 言

電影』（Chinese-dialect film）是華語電影的次類型」，這樣一來，他

們所觀察到遍及「歷來與當代文化生產」的語言階序便又被召

回（同上，3）。

張 英 進 在 以「中 華 國 家 電 影」概 括 中 國、台 灣 及 香 港 所

製作的所有電影時，指導讀者「謹記圍繞着『中國』和『中華

性』的種種問題與亂象」，並提議「我們正面地看待中華電影

的亂象，從中看出處於不同地緣政治地區及時段的製片人、導

演、參展人、監管機構、影評人和觀眾都渴望着不同的國家構

成」。（Yingjin Zhang 2004，5–6；粗體為原文強調）張氏的建議指

出了在協商國家之意義與構成時的能動性（agency）問題。裴開

瑞（Chris Berry）同樣把焦點放在能動性上，他主張「把國家電影

改造成多元項目。這些項目由目的各異的不同個體、團體和機構

撰寫，卻以國家能動性與集體主體性的政治所構成的身份，連結

這些項目」。（2000a，161）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問題不是中華（國家）電影是否該被重

整為跨國中華電影或華語電影—儘管這些努力都值得讚許；反

之，我們應該檢視每項配置的功能、每次動員的合法論述及其擾

亂各種喬裝下的國家符號的成效、過程中被賦權和奪權的能動

者（agents）。若國家無異於所有分類法或身份類別，都是必要之

惡，那麼，我們不單要跟隨裴開瑞強調各類別的建構性質，也要

採納周蕾的建議，「中華性」必須「被有效地消除—不是指抹

除其存在，而是指拆解其內容」，（Chow 2000a，18）又或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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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針對女同志（ lesbian）這個符號

提出的建議，「就讓這符號的所指永遠模糊不清」。（1991，14）

此外，在各股國家能動性連結為一體的同時，切記「中華性」經

常「是暴力的溫床，最根深柢固的『結盟』（bonding）就是暴力的

燃料」。（Chow 1993，25）

我支持正面看待中華電影的亂象，但我的角度稍有不同，

我建議給予那些性質與國家符號相沖、抗拒其包覆的能動者

同 等（若 非 更 多）的 注 意 力。我 所 指 的 是 像 第 三 電 影（Third 

Cinema； Pines and Willemen 1989）、 流 亡 電 影（exilic cinema；Naficy 

2001）、女性與女性主義電影（woman and feminist cinema； E. Kaplan 

2000）和酷兒電影（queer cinema； Aaron 2004）等模式，這些模式都

超越了國界，而以國家以外（但同樣是建構而成）的類別為結盟

和認同的基礎。馬蘭清（Gina Marchetti）在替《跳接》（Jump Cut）

電影期刊的「中華與中華離散電影」（Chinese and Chinese Diaspora 

Cinema）專區撰寫的引言中指出，「華人離散的共同經驗和形形

色色的華人社群之間的全球連結絕不能被抹去。尤其是傳統上與

保守的華人父權體制格格不入者，例如為數不少的異性戀女性、

女同志和男同志（gay men），他們能跨越疆界、投身於更寬闊的世

界版圖中，不受族裔與文化所束縛」。（1998，72）我一方面意識

到我們「不應假設離散、流動、跨界或混種之物就自然而然顛覆

權力結構」，（Ong and Nonini 1997，326）但另一方面，質疑國家與

認同之間的關係有助於闡明國家內之權力機制及其與能動者協

商的過程。在此處帶進本書主題，會衍生出有趣的問題，例如酷

兒主體如何援引「國家」為己用，社運組織「酷兒國度」（Qu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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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就是個範例。19 以上我概述了中華電影的幾種構成，從而

指出中華電影這個概念的問題性質，待我在結論提出酷兒中華

電影（queer Chinese cinema）的可行性時，也將重回上述某些議題。  

談及同性戀

我在本書中談到的「男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是指電

影文本中的男男情慾，即使角色本身未必宣稱自己是同性戀者或

認同「同性戀者」（homosexuals）這個身份類別（許多案例都未如

此宣稱）。在「中華性」這個議題上，我關注的是如何非單一、非

本質化地了解「中華性」。因此，我也不以成原論（etiology）來討

論同性戀，我認為這無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理解電影對同性戀的

再現。20 不過，我倒想提出其他棘手的議題：首先，甚麼是同性

戀；其次，在華語脈絡下，人們如何了解與討論同性戀 ？

就第一個問題，正如凱文．高佩爾森（Kevin Kopelson）指出，

時至今日，「傅柯式批評早已習慣區別同性戀身份與同性戀行為，

前者由以性學（sexology）為主的近代論述催生而成」。（1994，8）  

 

 

19 見 Berlant and Freeman 1992。

20 關於同性戀成因論的生理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
tionism）之爭，見 Stei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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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解釋的基礎是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冊：21

根據古民法或法典的定義，雞姦（sodomy）代表某類罪行，雞姦者

純粹是個司法主體（ juridical subject）。十九世紀的同性戀則成為個

人，有其過去、歷史和童年，是一個生命類型、一種生活方式和形

態，結構鬆散，機能也頗神祕。其整體構成中無一成份不受其性

相影響……當同性戀從雞姦行為變調為內在或靈魂層面的雌雄

同體性（androgyny；hermaphrodism），它就成為一種性相。雞姦者是

暫時脫離常軌，同性戀者卻是一個物種。（1990，43）

此段落經常被引用來證明將同性戀理解為性行為（sexual act）

和性身份（sexual identity）的歷史分野。傅柯討論的是十九世紀的

歐洲，但此番廣為人知的討論成為了性行為與性身份二分法的

基礎，其他有關同性戀的歷史陳述多少借用了此二分法，並隨之

而把對同性戀的了解按時間劃分為前現代與現代。韓獻博（Bret 

Hinsch）研究長久以來的中國同性關係傳統，從古代談到晚清，他

特別強調，古典華文並無與「同性戀」或「同性戀者」對等的詞

彙，因此，在討論華語脈絡下的同性性相時更要小心。相反，「討

論同性戀的常用方法是以富詩意的隱喻指涉有同性戀之嫌的古

21 譯註：桂冠文學於 1989年以《性意識史》為書名，出版該書之華文繁體版，譯者為尚
衡；簡體華文版則包括第二、三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 2000年以《性經驗史》為書名出版，
譯者為余碧平，後又於 2005年出版增訂本。然而在翻譯此書名時，本書譯者並未參考以上
兩個華文書名，反而採用香港與台灣讀者較為熟悉的《性史》，因此也未把原英文書名中的 
“sexuality”一字按註 1所說明的翻譯策略翻譯為「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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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事件。華文的說法不強調內在的性本質（sexual essence），而

集中描述行為、傾向與喜好。換言之，相對於定義誰『是』甚麼，華

文作者通常會說那人『代表』甚麼或他『做』甚麼、『喜歡』甚

麼」。（1990，7）22 然而，隨着西方性學及其分類自二十世紀之初

崛起，韓獻博認為，「性相在過去是流動的概念，肯定個人有能力

享受各種性行為，但它已被西方那套無堅不摧的異／同性戀二分

法所取代」，因此，「如今華文也有了『同性戀』或『同性愛』的說

法，直接翻譯自西方醫學術語，此術語按具體的性本質把少數人

定義為有病的個體」（同上，169；粗體為我的強調）。

韓獻博的論點呼應了對傅柯之說的普遍理解，即按時間

點（歐洲為十九世紀，中國為二十世紀）區分性行為與性身份，

並將此區分歸因於西方性學論述的到來。如此理解，等於假設性

身份在該時間點前並不於這些地點存在，而過了該時間點後，則

不可能不觸及性身份這個概念而只從事性行為。

大衛．哈爾博林（David Halperin）對同一段話有截然不同的閱

讀，他認為，傅柯「把雞姦與同性戀概述為對立關係，這首先是

一套話語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而非社會歷史（social history），

更別說它並不詳盡。它沒有證明亦沒有推翻歷史上存在性偏差

22 劉人鵬和丁乃非調查了漢學（Sinology）對前現代中國之性相的研究（包括韓獻博一
書），他們發現，基於為數眾多的同性戀歷史記錄，學者們往往得出同性戀「被接受」的結

論。然而，他們指出從這些記錄中難以看出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取態，也有可能被「含蓄的政

略」（politics of reticence）所覆蓋，以「包容」之名收編差異。見劉人鵬和丁乃非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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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998，99；粗體為原文強調）反之，傅柯是在「記錄這兩

套定義和取消男同性性表達〔male same-sex sexual expression〕的迥異論

述之間，所存在的話語和時間差距」，藉以「強調性相的歷史與

政治特殊性，性相既是文化概念，也是作戰手段」。（同上）哈爾

博林注意到在傅柯原文中，「身份一詞從未出現」，因此，他鼓

勵我們質疑「在性傾向出現前就預先被建構的性身份」，另一方

面，他敦促我們有必要「以更細緻的概念，例如局部身份（partial 

identity）、 新 興 身 份（emergent identity）、 轉 瞬 身 份（transient 

identity）、半身份（semi-identity）、不完整身份（ incomplete identity）、

原型身份（proto-identity）或次身份（sub-identity），來充實性身份這

個概念」。（同上，109；粗體為原文強調）

傅柯主張十九世紀性學使同性戀被視為具有明確性相的物

種，哈爾博林的論點並不與此抵觸。哈爾博林不過反對以時間點

將性行為與性身份二分，並反對單一身份的建構。據哈爾博林所

言，性行為與性身份的二分比較不着眼於區分「這人做甚麼」

和「這人是甚麼」（借用哈爾博林的說法）；反而，行為與身份

必須被理解為性論述的結果，性論述不只劃分出行為與身份，更

動用此分野進一步將兩者武斷地標記為相斥。哈爾博林的意圖

是「指明潛在於性與身份之間的歷史連結之多樣性，這多樣性被

掩蓋在性身份這個必要卻狹隘、並收編一切的單一概念下。我們

必須找到方法去問，不同歷史文化如何形塑不同性行為之間的連

結，同時，它們又是如何形塑性品味、風格、性情（dispositions）、

個性、性別呈現（gender presentations）和主體形式」。（同上，109；

粗體為原文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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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用哈爾博林之說，反駁對傅柯所陳述之（同性戀）性相

史的普遍理解／誤解，（哈爾博林堅稱，性相史是話語分析，而

非歷史斷定；同上，111）因為此理解／誤解所造成的性行為與性

身份二分如此大行其道，華人同性戀的現代論述也受其衝擊，韓

獻博證明了這一點。我同意韓獻博的觀察—即華語世界對同性

戀的理解從流動、具有各種可能性的性行為轉變為單一、本質化

的性身份—因而更覺需要聆聽哈爾博林的呼籲，如此，我們才

能拆解行為與身份之間的神祕分野（並提出別的方法將此關係概

念化）；並透過強調性相的多種表達，打破身份的單一構成或將

身份從大眾想像的中心移除；此外，我們亦要注意不同文化在協

商這些議題時所採取的不同方法。

針對第二個問題—人們在華語脈絡下如何認識與討論同性

戀—正如韓獻博所言，自二十世紀之初以來，華人對同性戀的

認識集中在身份上，這主要是受西方性學論述崛起影響。而在這

個過程中，語言擔任着形塑此認識的角色，這是我想要強調的，

畢竟，這些論述都需要經過翻譯，即劉禾（Lydia H. Liu 1995）所謂

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

根據桑梓蘭對民國時期（1912–1949）西方性學術語之華文

翻譯的研究，「同性愛」（日語發音為 doseiai）一詞成形於明治時

期（1868–1912）末、大正時期（1912–1925）初。當時，日本知識

份子正積極翻譯歐洲性學，「有理由相信，華文的『同性愛』一

詞直接沿用日語，並在此基礎上，衍生出『同性戀愛』和『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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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等變體」。（Sang 1999，278）儘管桑氏贊同韓氏的觀察，「1920

年代後，同性戀的華語論述有所收窄」，她卻同時指出，「同性

戀只屬少數人口的特質，並未成為理解男男情色慾望的唯一範

本」，（同上，297）因為「『同性愛』所指的通常是戀愛方式或親

密互動，而非某一類人—亦即身份」。（同上，292–3）

桑梓蘭主張勿將同性戀概念化為性行為或性身份（這與哈

爾博林的呼籲同出一轍），可是，走過二十世紀，「同性愛」

或「同性戀」不但變成了華語世界中最常用以形容同性戀的詞

彙，更逐漸定型為身份類別。尤其是「同性戀」，過去數十年間

因着後石牆同志（gay）身份及論述的冒起，以及隨之而來的出櫃

與否套路（tropes），使同性戀這身份類別更形鞏固。此外，這些

詞彙在中國、台灣及香港的發展各有不同。例如，熟悉西方同志

術語者在他們的社會裡直接使用英文 “gay”的情況並不罕見，但

到了以廣東話為通用語的香港， “gay”則被音譯成「基」，通常會

加上「佬」字成為「基佬」。周華山認為「基佬」帶有貶意，「因

為稱男人為『佬』暗示他出身自低下階層」，並屬於性別歧視

之詞，「因為它完全忽略和排斥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Chou 

2000，79）而台灣所使用的音譯又有所不同， “gay”曾被譯為「蓋

族」（「蓋」取 “gay”之音，「族」取「族群」之意），雖然據我所

知，這詞從未廣泛流通。23

23 「蓋族」一詞最先該是出現在台灣作家張系國的科幻小說中，但該詞在小說中並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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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1990年代，「同性戀」和「同性愛」依然是最常用以形

容同性戀的華文詞彙。直到「同志」（comrade）的出現，該詞本

為蘇聯共產黨員之間稱兄道弟所用，後在華文翻譯中被挪用來

指涉同性情慾。24 「同志」一詞之所以流行，可追溯至中華民國

國父孫中山（1866–1925）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

力。」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年成立，「同志」成為了該國

最常用的政治稱謂。該詞首次被公開挪用來指涉同性情慾，則是

出自 1989年首屆香港同志影展的策展人之手，1992年金馬影展的

同志電影單元借用了此挪用，而將之引入台灣。25 自此，該詞在台

灣、香港、海外華人社群及互聯網上流傳開來，廣泛應用於男、

女同志相關的活動及出版，媒體和大眾也會採用。就連在中國也

是如此，人們經常把該詞的政治意涵與其被挪用後的意思混為

一談，或會產生歧義，但仍不減其愈發被讀作同性情慾的趨勢。

 大部份 1990年代以後的華文出版品，尤其是在中國大陸以

外出版的，都以「同志」取代「同性戀」或「同性愛」。26 「同

涉同性性相。而以「族」指稱次文化群體，則似乎是借用自日語漢字「族」，該漢字早於 1971
年因着男同志雜誌《薔薇族》的出版而應用於日本的同性脈絡下。（Aoki 2004，14）

24 我懷疑「同志」這個華文翻譯可能也是借用了相同寫法的日語漢字（日語發音為

doshi），該漢字最晚於二戰末年起在日本作同性戀暗語使用。關於日語漢字「同志」的討論，
詳見McLelland（2005，81、98註 25）。

25 據周華山所言，首屆香港同志影展於 1989年舉行，他將對「同志」一詞的挪用歸功於
策展人邁克和林奕華。（1997，360）蕭文慧卻說該影展是在 1991年才首次舉辦，對「同志」
一詞的挪用，她則只提及林奕華。（1994，55）香港同志影展的官方網頁（http://www.hklgff.
com；最後登入日期為 2005年 8月 29日）則列明首屆於 1989年舉行。邁克（2003，244–7）自
稱挪用的是他本人，但使之發揚光大的則是林奕華。

26 中國出版的同性戀書籍之書名反映了這一點，例子可見方剛 1995、李銀河 1998、李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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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一 詞 大 行 其 道，可 歸 因 於「其 正 面 的 文 化 指 涉（cultural 

references）、性別中立、對同性戀污名的去性化（desexualization）、

超越異／同性戀二分的政治，並充當將性融入到社會的本土文

化 身 份」。（Chou 2000，2）「同 志」甚 至 能 打 破 異 ／ 同 性 戀 之

間的二分關係，「直同志」這個矛盾詞（oxymoron）就是一例，

它指支持同志平權的異性戀者。此外，自 1990年代中起，英文

“queer”一詞也在台灣流行起來，其翻譯為「酷兒」或「怪胎」。27

在上述所有同性戀的華文翻譯中，我選擇以「同志」為本

書命名。本書的英文原書名直譯成華文為《膠卷同志》（Celluloid 

Comrades），我並非對「同志」一詞的含意和／或政治情有獨鍾，

而是為了點出其流通與中國、台灣及香港電影開始再現男同性戀

這兩者的共時性（199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眾華人社會之所

以出現同性戀的新譯，皆因引入世界各地男、女同志電影，而這

些新譯也首先在華語電影圈中流通。一方面，這印證了全球文化

經濟的新秩序，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形容此秩序是

斷裂的（disjunctive）。全球流動（例如同性戀華文翻譯的流通）能

在此秩序中發生，是由於邊緣的元素和身份具有全球互連（global 

interconnections）。另一方面，這也示範了新譯如何運用電影來超越

國界，並在過程中催生出新的身份類別和團結的新形式。共時性

河和王小波 1992和張北川 1994。就連台灣出版關於中國同性戀的書籍，（安克強 1995）也在
其書名中使用「同性戀」一詞。而在香港，周華山則持續在書名中使用「同志」一詞，其中一

本也是關於中國的。（1996a）據安克強所言，其研究對象採用的是「同志」以外的眾多詞彙，
（1995，80–2）但上述情況所證明的正好相反。

27 關於「酷兒」這個翻譯，詳見 Li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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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可解作新譯為電影提供了一套合時的新語言，但我們也可

以反過來說，這些電影為這套新語言創造了平台，從而凸顯出電

影所具備的潛能與解構性質。

不 過，基 於「同 志」的 時 效 專 屬 性（temporal specificity）及

為求一致，我在本書其餘部份綜論同性戀時，會避免使用「同

志」或其他華文翻譯。28 同樣地，我使用來自英文的「蕾絲邊和

基」（ lesbian and gay）29 與「酷兒」，主要是基於它們的時效—政

治—運動（分別為 1970年代後及 1990年代後）及學院—學科—理

論（同志研究、酷兒理論）的背景。此外，「酷兒」作為雙關語

的特性也需要納入考量。因此，儘管「同性戀者」和「同性戀」

二詞皆源自臨床病理學和性學，卻被預設為通稱，在字面上指涉

同性（same-sex）。與「同性性相」（same-sex sexuality）相比，「同性

戀（者）」在使用上靈活和有彈性得多（既能當名詞，又能當形

容詞），在我看來，它較能超越歷史的時效性與含義，可以說是

比「蕾絲邊和基」或「酷兒」更適合當通稱。

總而言之，「華人」和「同性戀」都是易於被本質化的分類

和身份類別，兩者的結合可促成納入與排除、合法化與污名化、

28 譯註：本書作者說「會避免使用『同志』」，所指的是英文音譯 tongzhi。作為把英文翻譯
成華文的譯者，譯者要處理的問題與以英文書寫的他恰好相反。考慮到他在此處作此宣稱，

若原文為 “homosexual”時，譯者皆不譯作「同志」；但當原文為 “gay”時，因在華語語境中習慣
譯作「同志」，例如「同志運動」，因此仍譯作「同志」。

29 譯註：此處為與「同志」二字作區隔，固將 “lesbian and gay”音譯為「蕾絲邊和基」。本書
其他部份使用此兩詞時，若無必要作此區隔，則分別譯作「女同志」和「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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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與奪權的新機制、過程和機會。假如「華人同性戀（者）」

這個類別的產生是必經的過程或必然的結果，我的意圖當然不

在於提出一個同性戀的中華說法或中華性的同性戀說法。我想

強調的恰好相反：無論是「華人」、「同性戀（者）」或「華人同

性戀（者）」都非本質，而是取決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

歷史、意識形態和論述的表述和建構。該問的不是它們是甚

麼（what），而是它們如何（how）—包括由誰執行、目的為何、

受眾又是誰—和為何（why）被建構、言說和動員。

 

 在華語電影中再現同性戀

如前所述，本書立足於至少三個學科的交匯處：中華研究、

性別與性相研究及電影研究。因此，本書的性質必然是跨學科

的。至於本書的理論進路，則取自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後殖

民研究。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電影再現才是我的首要關注。我

認為，與其把理論硬套到文本上，理論理應配合文本的歷史、

文化、社會和政治脈絡，以闡明文本中的各元素。我也會大膽提

出，文本元素的複雜性有時候會反映出現存理論的不足，從而挑

戰我們重整所從事之理論。

雖然我並不偏好任何一個學科，卻難以抗拒兩位英國文化唯

物主義者所倡議的立場。對喬納森．多利莫爾（Jonathan Dollimore）

和 艾 倫．辛 菲 德（Alan Sinfield） 而 言， 文 化 唯 物 主 義（cultural 

materialism）乃集四種元素於一身之大成，四種元素分別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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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理論方法、政治承擔和文本分析。兩人以挑戰研究文學的

傳統進路為首要目的，闡述四種元素的內容：「歷史脈絡動搖了

傳統以來被加諸在文學文本上的超凡意義，使我們能尋回文本的

歷史；理論方法把文本從固有的批評中釋放出來，使同一套批評

不能藉其而複製；社會主義及女性主義的政治承擔抗衡着保守分

類，至今大部份批評都是在此分類中進行；文本分析則找出對傳

統進路的批評，使之不會被忽略」。（1985， vii）

我相信，四種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監察將創造出一張掛

毯，不向任何必要性傾斜，也不因必要性壓倒任何個別元素。在

四個元素中，我需要界定我對政治承擔的定義。跟多利莫爾和辛

菲德一樣，我會盡每一分力對抗保守主義，也會毫無疑問地與各

式各樣的少數、底層（subaltern）和邊緣團體站在同一陣線，一起

挑戰任何形式的正統思想與文化霸權。然而，對於學術，我亦有

個政治承擔，就是不容許本書的論點被任何一個想像中的族群

的政治教條所支配。相反，正因為我深刻地意識到政治運動的性

質必然是本質化的，身份類別則傾向公有化，我再費勁也要向同

志解放論述及經常被套用於本書所談及之電影的政治正確式閱

讀說不。確實，再現的核心議題—包括理論、文本分析及政治

辯論—都深陷在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當

代氛圍中，從歷史、理論、政治和文本方面分析這些議題實為

必要。

先從歷史說起，1970年代至 1980年代初，同性戀者從美國各

地移居到主要城市，凱斯．韋斯頓（Kath Weston）稱之為「同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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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Great Gay Migration）。與此同時，同志運動正以同志身份認

同的少眾模式（minority model）運作。韋斯頓對這個模式的隱憂描

述如下：

同性戀在少眾模式中，變成了毋須考慮文化或脈絡也能被辨認的

實體。不假思索地討論「同志們」（gay people），即理所當然地把同

性戀視為前社會的（presocial）。「我是女同志」或「我是男同志」的

宣稱通常假定個人若持續地被同性吸引，就成為另一類人。當少

眾模式給予同志們限定團體的本體地位，就會導致假定性行為

和情慾徹底充斥個人的西方分類普及化。（1995，258）

韋斯頓的歷史陳述所凸顯的，不只是看似自然形成的身份、

社群、運動和政治背後的經濟與地理因素，還有作出本質化及前

社會預設的少眾模式之理論意涵。這段歷史發展的其中一個結

果，是穩定了同志的自我／身份認同及同志經驗，其穩定程度可

參考戴安娜．芙絲（Diana Fuss）的精闢見解：「我們是誰變成了我們

所知；本體論漸漸化為認識論。」（1989，113）過程中，知識衍生

自經驗，經驗反過來授權予知識。瓊．W．史考特（Joan W. Scott）

提倡經驗的歷史化（historicizing of experience），她振振有詞地主張：

我們需要參與歷史過程，透過論述來部署主體及使之生產經

驗。擁有經驗的不是個人，而是由經驗建構而成的主體。按此定

義，經驗不再是我們解釋事物的根據，也不再是為知識提供基

礎的權威證據（權威來自看過或感覺過），經驗才是需要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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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也是因此而被生產。以此角度理解經驗，就是在歷史化

經驗，並歷史化知識所生產的身份。（1992，25–6）

處理同性戀作為歷史、論述過程的理論進路，無疑重塑了圍

繞着同性戀之電影再現的政治辯論。這個歷史發展必須被置於

英美社會的脈絡及其他受多元文化主義政治薰陶的社會中，理由

有二：語言與時間。語言方面，我在這裡採取一個或許不尋常的

去自然化的姿態，提醒讀者這本書以英文寫成，我也只能處理以

英文和華文進行的討論，後者亦紮根在英美認識論與政治上。30 

與常用的廣義東西二元相反，我認為在所謂的西方社會中，圍繞

着「同志問題」的認識論與政治乃是以極其不同的方式組織的，

尤見於其法律、社會、制度與文化彰顯。31 因此，在背後撐起本

書諸多討論的，主要是英美政治。正如愛麗絲． A．庫茲涅（Alice 

A. Kuzniar）在她對德國酷兒電影的研究中指出，傳統以來在建構

電影歷史時，會標榜要調查國家電影中的男、女同志再現，當中

充斥着許多未經質疑的成見，是關於「男、女同志電影再現的進

步性質、導演的性傾向及出櫃敘事的盛行」的。（2000，16）有

鑑於此，儘管看似多餘卻亟待重申，處理同性戀問題及其電影再

現，若非必然，至少也是有可能擺脫以英美中心主義及身份政治

為基礎的理論框架的。

30 我必須在此處指明，「英美」是英語世界的簡稱，除了包含澳洲和加拿大，還有遍布世

界各地但皆以英文書寫的學者和評論人（不論種族）。此外，此詞也適用於以華文書寫但接受

英美大學教育或在英美社會中受多元文化政治薰陶者。

31 例子可見法國案例（Martel 1999）、荷蘭案例（Duyvendak 1996）和德國案例（Kuzniar 
2000）。關於傅柯如何反對出櫃政治，另見Mace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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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方面，由於本書所談的電影主要出自 1990年代，圍繞着

其再現的討論及參與討論的那一代學者、影評人因而難以避開

同時期的多元文化主義政治，後者自 1980年代以來主導着社會

文化論述，程度之深，可以說只有少數討論或個人未被其染指，

能夠自省而免受其束縛者，更是少之又少。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氛

圍下，身份因具有數不清的配置和排列而使人執迷。然而，必須

謹記的是，身份類別往往「易於成為為管理體制所用的工具，以

作為壓迫性結構的常規化類別、或對該壓迫的解放性抗爭之口

號」。（Butler 1991，13–4）

最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氣候對文本分析的

策略必有影響。麥可．華納（Michael Warner）也承認，「我們可能

還未有足夠準備去辨認的，是身份政治的框架本身就隸屬於英

美傳統，這將帶來一些扭曲性的影響」。（1993， xvii）儘管我不

可能宣稱自己完全免於這些影響，在這整本書中我所採取的主

要立場，都是拒絕不加批判地接受身份政治和同志解放論。相

反，透過爭取把電影閱讀從所謂「同志窟」（gaytto； Jousse 1997，

20）的支配中解放出來，我提倡不同族群與身份之間的相互再

現（ interrepresentation），並指出華語電影中的男同性戀再現往往涉

及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合作，我們對異性戀在這些電影中的參與不

應一概投以懷疑目光，或視之為錯置的善意而不予理會。如此一

來，本書所迎向的便是「一種新的烏托邦想像」，（Ong and Nonini 

1997，330）啟發我們對同性戀的認識，從電影再現中挖掘出同性

戀無法約化的多樣性，對電影作分析因而成就了文本元素與歷史

脈絡、理論框架和政治辯論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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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本研究膠卷同志的書中，再現是串起各章節

的 主 題。本 書 從 歷 史 展 開，第 一 章「放 映 同 性 戀」（Screening 

Homosexuality）指出，全球化的斷序造就了邊緣及縫隙中的空間，

這些空間則造就了華語電影中的男同性戀再現。這些空間包括國

際影展巡迴，除了見證華語電影自 1980年代以來的崛起，它們也

提供了讓華語電影之男同性戀再現得以實現的全球性公領域。

第二章「再現的包袱」（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着眼於理論及

政治，李安的《囍宴》（1993）在此章中被置於再現意義的理論

化與再現政治的爭論中。我首先考慮到《囍宴》作為當代首部中

華「同志電影」，其主題又關係到同性戀在中國儒家宇宙觀中的

定位，因而肩負着再現的沉重包袱。我從而指出，中華性與同性

戀及同志解放論之霸權結合，導致無甚反省地把電影看成出櫃

套路，使這閱讀方式成為主流。第三章「陰性的用途」（The Uses 

of Femininity）透過質疑陰性—及其所背負的負面的文化刻板印

象—在男同性戀中的位置，進一步問題化再現政治。以陳凱歌

的《霸王別姬》（1993）和張元的《東宮西宮》（1996）為例，我認

為陰性以服從中反抗的動力，重整了性別與性相方面和社會政治

領域中的權力關係。

第四章「旅行中的性相」（Travelling Sexualities）結合政治與文

本，凸顯出王家衛《春光乍洩》（1997）中旅行的經濟條件及家

與離散空間之間的辯證關係，從而探討離散式的性相。將該片置

於香港在 1997年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中作寓言式閱讀，

亦促使我從同性戀入手檢視常規（normativity）這一概念。最後兩

章以作者論研究兩位主要導演。第五章「情慾告白」（Conf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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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從蔡明亮的酷兒電影中追蹤其詩學，引用其早期劇場、電

視及紀錄片作品中的再現手法，來解讀《青少年哪吒》（1992）

和《河流》（1997）。借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概念「絕

爽」（ jouissance），我認為蔡氏着眼的是（再現的）詩意而非（角

色的）心理，這使得我們對他的酷兒電影難以一錘定音。相反，

到了第六章「黑暗的碎片」（Fragments of Darkness），我則提出藉

由其「出櫃電影」《愈快樂愈墮落》（1998）把關錦鵬視為男同

志導演。在此章中，我把關氏的紀錄片與雷納．韋納．法斯賓

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政治對立起來，並指認出關氏的電

影事業及個人歷史融為一體的時刻，性相議題猶如黑暗般籠罩着

其電影，幾乎要吞沒了其電影中的男同性戀再現。最後，本書以

探討酷兒中華電影的可行性及其各種含意作結。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幾點注意事項。本書無意偽裝對中華電

影中的男同性戀再現作全面調查。本書並未包括 1990年代前的電

影，著名的例子有虞勘平的《孽子》（1986），改編自白先勇的同

名小說。而儘管要從質素平庸的香港電影中找到對同性戀的誇張

演繹並不困難，這些例子通常來自旨在貶損的喜劇，若要批判性

地研究這種再現，需要徹底改變進路，這與本書的目標相違。此

外，自 1990年代起，尚有其他以男同性戀為主題的電影出現，但

礙於其質素及本書篇幅所限，只能略過。32 女同志電影再現則是

32 例子包括周騰的《皇金稻田》（1992）、易智言的《寂寞芳心俱樂部》（1995）、楊凡的
《妖街皇后》（1995）和《美少年之戀》（1998）、舒琪的《基佬四十》（1996）及劉冰鑒的《男
男女女》（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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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有待開展的研究計劃。我也排除了不少紀錄片和短片。不

過，我希望被我選材為研究對象的再現，其多樣性、複雜性和豐

富程度能刺激我們反省對身份的諸多預設，不只反省身份如何與

種族／族裔、階級、性別與性相的體系協商，也反省身份本身和

當代多元文化政治的隱憂。我始終對解構中華性和同性戀作為單

一和本質化的概念懷有信念，這信念因這些年來琢磨這些電影和

書寫這本書而更形鞏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