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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的親密關係與家庭功能

之剖析

李怡青（政治大學心理系）

近年來，台灣社會有越來越多對同性戀者婚姻權與子女撫養權的公眾討論，

本紀要整理國內外研究發現，針對同性戀者關係經營與家庭型態的研究統整說

明，期能增進一般社會大眾與學者對於同性戀族群的正確認識。本文分從三個層

面切入，總結為以下三點：第一、耕耘長期關係和經營家庭的意願與性取向無

關。同性戀伴侶與家庭面臨的最大壓力來自於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敵意與恐懼。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劣勢下，仍有許多同性戀者願意耕耘長期關係並努力地經營家

庭。第二、同性戀家庭教養的孩子，無論在自我認知、能力表現或親子關係品質

上，都與異性戀家庭教養的孩子一樣好。兩類家庭比較顯著的差別在於，同性戀

家庭的孩子性別刻板印象較少，這或許是因為許多同性戀者的親身經歷，使他們

在教養孩子時，比較不會以性別框架限制孩子。第三、通過對同性戀者基本權益

的保障，社會可以彰顯重要的正向價值，例如鼓勵經營長期關係、教養子女。更

積極的意義在於，當同性戀者與同性戀家庭不再承受偏見與歧視，人們或許可以

學習更具彈性的性別概念，甚至可以撼動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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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大型精神、心理衛生專業組織，包括美國精神醫學會、

美國心理學會與世界衛生組織，都將同性戀、雙性戀（lesbians, gays, 

or bisexuals）除病化，並主張同性戀取向本身不是病，強調轉化治療

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影響（APA, 1���, �01�; Cochran et al., �01�）。我

國諮商心理師公會亦發表公開聲明─諮商心理師不得視「同性戀」

為病態，對同性戀者強加「修復治療」或「轉換治療」。然而，國內

同性婚姻議題討論中，仍有宣稱應矯治同性戀性取向的聲音。本文整

理目前對同性戀親密關係與家庭經營的量化研究成果，佐以相關研究

發現，以增進一般社會大眾與學者對於同性戀族群的正確認識。

一、家庭結構

目前探討同性戀者關係樣態與家庭型態的國內外學術研究發

現，耕耘長期關係和經營家庭的意願與性取向無關。即使在對同性戀

伴侶不夠友善、欠缺支持的社會，仍有一定比例的同性戀伴侶（男

同性戀伴侶 1�%-��%；女同性戀 �%-�1%）攜手共度超過十年（如

Kurdek, �00�）。關係瓦解與否的決定因素則在於外在牽絆（如子

女）：Kurdek檢視有、無子女的異性戀伴侶（當時分別同居 �.�年與

�.�年）與男、女同性戀伴侶（當時分別同居 �.1年、�.�年），發現

在十一年內，�.1%有子女的異性戀伴侶結束關係，1�.�%無子女的

異性戀伴侶結束關係；而在同性戀伴侶部分，十二年內有 1�.0%的

男同性戀伴侶結束關係，��.�%的女同性戀伴侶結束關係。這些數字

顯示：控制關係長度後，有子女的異性戀伴侶比較不會結束關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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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類型伴侶結束關係的比例則無明顯差異。此外，Gartrell等多位學

者（�000）追蹤女同性戀家庭關係瓦解的比例，發現這個數字與其他

類似大型研究中異性戀家庭瓦解的比例相仿：關係維持五至十年，約

有三分之一的同、異性戀伴侶結束關係。換言之，目前證據顯示，如

同異性戀伴侶，許多同性戀伴侶可以經營長期關係。

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重視關係的基本要素沒有太大差異，不過同

性戀伴侶經營關係的障礙主要來自外在社會。國內研究發現，同性戀

者的愛情觀與異性戀者有許多相似性（如價值觀的相似度）；不同之

處在於，女同性戀者有較高的自我揭露程度、關係滿意度與信任度，

男同性戀者則自陳有較高的外在可能對象吸引力（謝文宜、曾秀雲，

�00�）。換句話說，相較於異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有較穩定、信任與

滿意的親密關係；男同性戀者則感受到較多外在誘惑，但對現存關係

的滿意程度與異性戀者相仿。國外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同性戀的關係

品質大致與異性戀無異（Roisman et al., �00�）；以 Kurdek（�00�）的

研究為例，一半的關係指標顯示同性戀伴侶與異性戀伴侶沒有差異，

而當關係類型的差異出現時，��%的指標顯示同性戀伴侶的關係樣

態優於異性戀伴侶。舉例來說，雖然同性戀伴侶較難獲得原生家庭的

社會支持，但是他們表現出較異性戀伴侶更好的衝突解決模式，傾向

採相互支持的方式溝通。Kurdek（�00�）還發現異性戀伴侶的關係品

質隨著時間下降，同性戀伴侶則沒有這樣的問題。Riggle、Postovsky

及 Horne（�010）比較單身、交往中、關係中與合法婚姻同性戀者的

身心狀態，發現合法婚姻同性戀者自陳的壓力較小，憂鬱較少，內化

社會對同性戀的恐懼程度較低，且具有較高的生命意義。這顯示如果

社會與原生家庭可以提供同性戀伴侶更多的社會支持與法律認可，同

性戀伴侶可以維持長長久久的親密關係，且有較好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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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或許說明了性別社會化過程影響親密關係樣態的程度，

遠大於性取向社會化過程；在強調性別平權的今日社會，性別社會化

對於男女性的傳統規範與期待，反而可能對親密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性別社會化過程形塑人們以性別區分應遵守的行為規範與期待，而華

人社會對男、女性的行為規範（如男主外、女主內）與期待不同（如

男性主導、女性順服），不僅影響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評估，如男性

追求成功、權力，女性追求信任關係（Lee, �01�），也影響到男女性

在進入關係前的期待，如較多傳統男性持追逐遊戲的愛情觀，較多傳

統女性持浪漫憧憬的愛情觀（王慶福、王郁茗，�00�），更影響到人

們對於工作與家庭的看法，如傳統男性比較不會為家庭犧牲自己，而

傳統女性比較會為家庭犧牲自己（王叢桂，1���）。然而，越符合傳

統社會期待、強調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的丈夫，其妻子的婚姻滿意度

越低（田安里、黃財尉、楊素圓，�00�）。換句話說，進入親密關係

之前，人們學習社會對男、女性的規範與期待，這樣的規範與期待賦

予男性較多的自由與權利，給予女性較多限制；而在異性戀關係中，

兩方各自套入傳統定義的性別角色中體現。但是，在強調性別平權的

台灣社會，進入親密關係後，這些傳統規範與期待反而不利於關係經

營。相對地，由於同性戀伴侶在親密關係中不適用這些傳統社會對於

男女性的規範與期待，反而得以甩脫性別框架包袱，摸索出平等對

待、相互支持的關係經營模式，有利於親密關係的營造。根據 Peplau

與 Fingerhut（�00�）整理現有研究，無論質量化研究都發現同性戀

關係較異性戀關係平等，如同性戀伴侶的家事分工遠較異性戀伴侶公

平（Kurdek, �00�）。也就是說，同性戀伴侶傾向以興趣與能力作為

分工的依據，而非依據男性就該做什麼、女性就該做什麼的性別刻板

印象；這些比較平權的對待方式，或可提供異性戀伴侶互動的可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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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二、子女福祉

根據美國的研究發現，約一到三成的女同性戀家庭有小孩，

�%-�%的男同性戀家庭有小孩（Cherlin, �010），而無論在同性戀家

庭或異性戀家庭成長的孩子，其身心健康與能力表現皆相似。以下

研究結果整理過往的研究題材，這些題材除了反映研究者對同性戀

族群的關心，也反映研究者或社會大眾對同性戀族群的看法（如 Lee 

and Crawford, �00�, �01�），也因此這些研究主題往往聚焦在孩子性

別與性的發展。Anderssen、Amli及 Ytteroy（�00�）主觀回顧 1��� - 

�000年的研究，發現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情緒功能、認知功能、性

別認同、性取向偏好、行為調節等面向上，皆不遜於異性戀家庭的孩

子。這個結論與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結果相仿。整合分析是

目前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方法之一，其以系統性的文獻搜尋收錄相關議

題的量化研究成果，可避免文獻回顧者的主觀篩選；且以量化方式，

透過一套共同量尺整理出同一主題的結果，進行統整分析，其結論廣

受學術社群重視。根據整合分析比較 ���個同性伴侶家庭與 ��1個異

性伴侶家庭發現：兩類家庭在性別認同、心理調適、認知發展、孩子

的性偏好上沒有差別（Crowl, Ahn, and Baker, �00�）。同性戀家庭的

小孩在兩大類指標上表現較佳：從親子雙方的觀點，同性戀家庭的孩

子比較不侷限在性別刻板印象的框架內；此外，相較於異性戀家長，

同性戀家長認為的親子關係品質較佳，不過從孩子的角度則沒有差

異（Crowl, Ahn, and Baker, �00�）。在 Crowl等人檢視的資料中，同

性戀家庭的小孩與異性戀家庭的小孩表現一樣好。由於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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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發展、適應與整體幸福感上皆不遜於異性戀家庭

的孩子，使美國心理學會（APA）主張，先入為主地認為同性戀家庭

的小孩會有缺陷，通常是因為人們對於同性戀族群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APA, �01�），�011年美國心理學會政策制定小組無異議（1�� vs. 0

票）通過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Jayson, �011/�/�）。

此外，同性戀家庭的孩子與異性戀家庭的孩子在性行為上沒有

明顯差異（Gartrell, Bos, and Goldberg, �011）。探討性行為的研究通

常除了性行為的樣態外（如有無性行為、性行為的頻率），最關心的

主題莫過於安全性行為（如是否使用保險套、性行為者的心智成熟

度）。Gartrell等人檢視同、異性戀家庭的青少年性行為，發現兩者

的樣態沒有太大差異。一般而言，性行為發生的年紀越晚，行為者通

常具有較多的自我了解與性知識，也比較具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如判

斷自己是否願意與對方發生性行為、是否能清楚表達意願）。相較於

異性戀家庭的青少年，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年男女首次發生性行為的年

紀較晚；比較少同性戀家庭男孩在青少年階段就有性行為，顯示同

性戀家庭的青少年會在心智比較成熟的階段才開始有性行為。相對

地，異性戀家庭的青少女使用規律避孕的比例較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女

高，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女則傾向採用緊急避孕方式，這顯示無論哪類

型家庭的青少女都會使用避孕方式。最後，兩類家庭青少年感染性病

的比例沒有差異，兩類家庭女孩與男孩發生性行為的比例、懷孕比

例亦沒有差異。最後，性行為是個人探索性取向認同的方式（Floyd 

and Stein, �00�），在有保護措施的情況下，雙方合意發生的性行為是

探索個人性取向的重要管道。在性探索比例上，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女

與女性發生性行為，其比例較異性戀家庭女孩高（1�.�%同性戀家庭

vs. �.1%異性戀家庭），顯示同性戀家庭的青少女比較會透過同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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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來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儘管同、異性戀家庭的孩子在性行為樣態

上有一些差異，其性行為的相似性仍大於差異性。

而在性別認同發展上，同性戀家庭與異性戀家庭的孩子表現一樣

好（Bos and Sandfort, �010; Fulcher, Sutfin, and Patterson, �00�），亦即

對於自己是男性或女性沒有認識上的混淆。但是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

性別刻板印象上較異性戀家庭孩子具彈性，這是同性戀家庭的優勢。

根據 Bem（1���）的理論與研究，每個人都可以發展出男性化特質

與女性化特質，而同時兼具兩種特質（稱為兩性化特質）的人在社會

上最佔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因應情境表現出合適的行為，如和親友互

動時表現出體貼、關心等女性化特質，在職場升遷競爭中表現出自

信、主動等男性化特質。國內的研究也發現，大學生自陳在陽剛特質

或其他重要特質上，男女性幾乎沒有差異，主要的差異在於人們想像

理想男女性應具有的特質（李怡青，�01�）。由於男女性都具備男性

化與女性化特質，在同性戀家庭與異性戀家庭中，家長的性別特質在

身教上沒有質的差異，家長面對子女的教養難度不因性取向而有根本

差異，這也是為什麼同性戀家庭的親子關係與異性戀家庭的親子關係

沒有太大差別，同性戀家長與異性戀家長自陳的壓力與憂鬱程度亦相

仿（MacCallum and Golombok, �00�）。

在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刻板印象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

是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然而強調性別主流化的現今社會所主張的

是：人們不應受限於自己性別的框架，女性可以有職涯發展，男性可

以投入家庭，性別刻板印象或僵固的性別角色反而阻礙個人展現與實

現自我。舉例來說，Goldberg等學者在其研究文章中提到「我們發現

相較異性雙親的孩子，同性雙親的孩子在遊戲行為上比較沒那麼遵從

性別框架，這可以解釋成是表示同性雙親的孩子具有某些長處，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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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他們後來的人生有所幫助」（Goldberg, Kashy, and Smith, �01�: 

�1�；引文為作者自譯）。

如果以孩子的最佳利益考量，讓孩子有個家，無論是同性戀或

異性戀伴侶的家，所能提供給孩子的資源、互動機會與協助，通常都

優於機構所能提供。研究顯示，在機構中成長的孩子，有不安全型關

係（一種欠缺安全感、可能影響往後關係經營的不利條件）的比例佔

��%，相較於沒有經歷過家庭破碎的孩子（只有 1�%），這樣的比例

是相當高的；而接受領養的孩子，有這方面困擾的比例可以大幅降至

�1%（van den Dries et al., �00�）。所以，我們應該要提供給孩子更多

獲得領養的機會。

再者，在同性戀婚姻權與撫養權的討論中，常見某些團體（如台

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對於研究結果斷章取義的

作法，實在需要提出澄清。以 Gartrell等人（�000）的文章為例，這

是一篇追蹤女同性戀者以人工授精懷孕後的研究，因為不具對照組，

其資料只能呈現女同性戀家庭面臨的挑戰，卻無法指出相較於異性

戀家庭，這些女同性戀家庭功能的優劣。而 Potter（�01�）的研究發

現，當控制其他變項後（如年紀、種族、家長的教育程度等），在同

性戀家庭或異性戀家庭成長的孩子，其數學能力沒有差異，但皆優於

單親家庭與再婚家庭的孩子，顯示家庭穩定程度對於孩子表現的影

響，遠大於家長的性取向。

我寫信請教 Gartrell，根據目前追蹤女同性戀家庭孩子的資料，

她對同性婚姻與家庭教養有何看法。以下是她的回覆（�01�/10/��；

作者自譯）：

這些同性戀媽媽的孩子在十七歲時是快樂、高功能、課業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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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以母親為傲、和母親親近，且心理健康（我們現在正在蒐

集他們二十五歲時的資料）。對於雙親來說，在孩子生命初期

因對方和孩子連心而感到嫉妒是正常的，這在異性戀或同性戀

家長都曾發生。而在同性戀媽媽的家庭，這也顯示兩位母親都

很想要主動參與教養。這是很好的特徵。許多 NLLFS（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全國縱貫性女同性戀家庭研

究）孩子在十七歲時完成的標準化測量工具，顯示其表現跟異性

戀家庭的同儕一樣好，甚或在某些測驗上更好（心理調適）。沒

有證據顯示我們的資料可以充當反對同性婚姻的證詞。

最後，我想澄清兩個備受爭議的同性家庭親子研究：Regnerus

（�01�）與 Allen（�01�）。Regnerus的文章引發美國社會學界爭論，

連其任職的大學系所（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Texas, 

�01�）都發布公開宣言，表示美國社會學會、該校及該系所皆不同意

Regnerus的看法與結論。此外，Regnerus一文刊登的期刊委託第三

方調查該文的審核程序，受委託的學者 Dr. Darren E. Sherkat指出該

篇文章的重大問題之一，在於未採取一般認定同性戀家庭的方式（即

兩位同性雙親）；若依此方式篩選同性伴侶家庭，Regnerus的樣本中

只有兩位受訪者是來自這樣的家庭，這使他的研究結果和同性戀家

庭沒什麼關聯性（Bartlett, �01�）。Regnerus的做法是詢問人們在其

十八歲之前，父母是否有任何與同性之間的愛情關係，並以此判定孩

子是否屬於同性戀家庭的孩子。此問法的瑕疵在於這些子女的回答不

見得是事實，子女的看法也不見得是家長的自我認同。心理學研究

發現人的回憶並不客觀，尤其若有特殊經歷，可能使其回憶有所偏

頗，如 Snyder和 Uranowitz（1���）以實驗法發現：人們比較容易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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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一位女性受父親虐待的經驗與此女性為女同性戀的標籤。如果虐待

經驗（如性騷擾）與同性戀標籤的連結比較強，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受

過性騷擾的個案，在回憶父母親的交友狀況時，容易誤認為父母親有

同性親密關係。參照護家盟也引用的、Gartrell等人的研究，該研究

（Gartrell, Bos, and Goldberg, �011）追蹤 ��個女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

四年內的受虐經驗，只有一位女孩指出曾被繼母口語攻擊（�.�%），

其他無任何受到肢體攻擊或性虐待的事例，此數字與 Regnerus的研

究發現有天壤之別，也低於異性戀家庭孩子受虐的比例（��.1%肢體

虐待、�.�%性虐待）。Gartrell等人認為女同性戀家庭孩子受到虐待

的比例很低，可能是因為一般家暴、兒虐的加害者多是異性戀男性的

緣故（Gartrell, Bos, and Goldberg, �011: 1�0�）。

另一個研究則是加拿大經濟學者 D. Allen根據加拿大普查資料

指出：相較於異性戀家庭的孩子，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 1�-��歲時畢

業於高中的比例較低。這個研究有幾個重大瑕疵。首先，Allen沒有

考量到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 1�-��歲這個年齡的比例不見得是平均分

配。加拿大在 �00�年通過同性婚姻法，通過前的許多同性婚姻公眾

討論，以及越來越多對同性戀者和善的公眾論述，可能使較多同性

伴侶成家養育子女，而這個年齡區間也會有比較多同性戀家庭的孩

子只有 1�歲，原本就應該還在高中就學的年紀。我以模擬的資料說

明這個可能性（請見圖一），假定同性戀家庭有比較高比例的孩子落

在 1�歲，換算結果模擬資料中的同性戀家庭小孩平均年齡 1�.�歲，

與 Allen文章中男同性戀家庭小孩平均 1�.0、女同性戀家庭小孩平

均 1�.�的歲數相差無幾；模擬資料換算出來的異性戀家庭小孩 1�.�

歲，等於 Allen文章舉報的年齡。以此資料假定所有超過 1�歲的小

孩都高中畢業，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在此年齡區間高中畢業的比例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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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家庭的孩子比例則為 ��%。換句話說，如果不考量年齡

分配的等量性並解釋兩類家庭子女高中畢業與否的影響機制，光比較

同、異性戀家庭孩子高中畢業的比例並無實質意義。

圖一　模擬資料型態圖

根據Allen（�01�）同、異性戀家庭小孩人數估算；由於資料只包含與父母同

住的孩子，我將��歲異性戀家庭孩子的比例降低。

此外， Allen（�01�）自己注意到、但未納入結論考量的是，他的

資料中，同性戀家庭的孩子有較高比例是收養來的，也就是說，這些

孩子可能經歷過一段家庭動盪、破碎的時間；而且，同性戀家庭撫養

身心障礙的孩子比例較高（1�%男同性戀家庭的孩子，�%女同性戀

家庭的孩子，�%異性戀家庭的孩子）。這些孩子經歷家庭動盪、破

碎，或是因為自己有身心障礙，而需要花較久的時間讀高中，甚或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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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從高中畢業，實在很難怪罪領養的家長。Allen自己認為同性

戀行為是錯的、會受神懲罰的負面觀點，可能影響了他的研究執行與

結論解釋。這也顯示研究者必須檢視自己對於同性戀者的看法，是否

造成資料處理上的偏誤和解釋上的限制，才能有較具價值的研究成

果。

三、同性戀者與社會

基於文章篇幅，以下僅針對目前國內外同性戀者婚姻權之公眾論

述中常見的迷思，根據相關研究成果予以澄清說明。

（一）同性婚姻與道德價值

同性戀者的存在不會威脅社會的道德價值，因為沒有任何研究

或證據顯示價值觀因性取向而有不同，目前研究只發現保守主義者

與自由主義者在對相同行為的判斷上，有不同的道德詮釋。Haidt與

Hersh（�001）發現在不違反自主性（如兩位成人）的性行為上，如

自慰、同性性行為，保守主義者會認為這些行為違反道德的程度遠較

自由主義者高，且較傾向於認為大家都會這樣評斷這些行為。此外，

保守主義者容易將同性性行為、同性婚姻與亂倫畫上等號，認為同性

性行為是違反道德的，並認為大家都會同意他們的看法，而且無論何

時何地，這些人都會受到懲罰；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會將賦予同

性戀者婚姻權視為道德價值的崩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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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滋病

根據 �00�年的資料，國內感染愛滋病的管道，靜脈藥癮佔

��.�%，同性性行為佔 ��.1%，異性性行為佔 ��.�%，其他管道（如

母子垂直感染、血友病）佔不到 1%（疾病管制署，�01�）。必須

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同性性行為是男對男的性行為，而且這些人

可能自認是異性戀、同性戀或是雙性戀。舉例來說，Valleroy等人

（�000）在美國特定據點透過隨機取樣接觸 1�-��歲的男性，發現這

群人當中，異性戀、同性戀與雙性戀者罹患愛滋病的比例並無顯著差

異，但是性伴侶數多、患有性傳染疾病、與男人發生肛交者罹患愛滋

病的比例明顯較高，這也是為什麼學界通常從性行為（而非性取向

認同）探討愛滋傳媒與愛滋防預。此外必須注意的是，世界上某些

地區女性感染愛滋人數超過男性，如漠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01�），這顯示以性取

向了解愛滋病會有很大盲點。防治愛滋病最佳的利器是減少危險的藥

癮行為，並具有安全性行為的知識與實踐。

（三）同性婚姻對出生率的影響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同性婚姻合法化會降低出生率，以通過同性

伴侶法的美國麻州為例，其出生率在通過前是每千個正值生殖年齡的

女性有 ��.�個嬰兒（�00�年），通過後為 ��.�個嬰兒（�00�年），

且通過同性伴侶法後的五年內，出生率分別為 ��.�、��.�、��.�、

��.�、��.�，均與通過法令前無大差異（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01�）。另以加拿大為例，其於 �00�年通過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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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據他們計算 1�-��歲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數，在同性婚姻法

通過前為 1.�，通過後則在 1.�-1.�之間震盪（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01�），顯示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出生率無明顯關

聯。

四、結語

法律不只保障基本人權，也象徵對特定行為的支持與鼓勵。同性

戀者與異性戀者的主要差異僅在於愛慾對象的性別不同，同性戀不是

病，同性戀者像異性戀者一樣工作、繳稅、守法、養育子女，對社會

實有具體貢獻。如果婚姻權是個人的基本人權，同性戀者當然應該享

有婚姻權。即使是有家暴或兒虐事實的異性戀者，社會仍然給予他們

婚姻權，因為法律定義這是基本人權。而就孩子的最佳利益考量，應

該讓孩子有個家，無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伴侶的家。即便通常缺乏原

生家庭的支持，同性戀伴侶的關係可以跟異性戀伴侶一樣好，同性戀

家庭可以跟異性戀家庭一樣具有功能，同性戀家庭的關係維繫與子女

教養和異性戀家庭沒有差異，甚至更具彈性，台灣社會卻剝奪同性戀

者的婚姻權與子女領養權，這純粹是某些人恐懼與歧視同性戀的結

果。通過同性婚姻法並給予同性戀伴侶領養權，除了保障同性戀者的

基本人權，也是基於孩子的最佳利益，更象徵對於在社會各階層努

力、奮鬥的同性戀者，願意經營長久親密關係與撫養小孩的肯定。台

灣社會與法律應該給予同性戀者更多支持，並致力減少同性戀偏見與

同性戀歧視，如此才能使更多人相信社會正義的存在，並使更多人願

意為這個社會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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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Functions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I-Ching Le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public debate regardi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rights for lesbians and gay men. With this concern, 

this article reviews research findings on lesbians’ and gay men’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functions in Taiwan and abroad.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both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for scholars. The current article targets three issues. 

First of all, lesbians and gay men are as willing and capable of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long-term relationships and families as are heterosexuals. 

The tremendous pressures faced by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originate in 

the general public’s hostility and homophobia. Despite this,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are able to adopt flexible gender schemas in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 and families. Secondly, children raised by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are as well-functioning as children raised by heterosexual couples 

(e.g., in self-knowledge, 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Moreover, children raised by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are more flexible in terms of adopting gender roles, and are less likely to 

be limited by gender stereotypes. Thirdly, allowing lesbians and gay men 

rights to marry and to raise children could facilitate important Taiwanese 

values, such as maintaining long-term relationships and esta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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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s. More optimistically, when lesbian and gay families are viewed 

without prejudice, we may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more flexible 

gender schema, and 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old-fashioned male 

superiority over women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homosexuality, intimate relationships, 

family,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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