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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性别、性别认同、性倾向和性别表达都不是二分化的分类，而
是多元化的。“多元化”，指的是流动性的，不停留在简化分
类的状态。

“二分化”则是，只有事物的对立面，例如黑与白。



2

性别常用名词

性别 生理性别

男性 拥有XY染色体

女性 拥有YY染色体

阴阳人 拥有数种染色体组合，包括XXY、XO和XXXY

在马来语里，阴阳人也被称为“Khunsa”。虽然
如此，阴阳人这一名词却普遍应用在社会上。

关于性别和阴阳人的延伸资料

Inter/Act Youth  – http://interactyouth.org
Organisation Intersex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澳洲阴阳人协会
The interface project – http://www.interfaceproject.org

常用名词

性别／生理性别

性别／生理性别是根据染色体、性器官、第二性征、荷尔蒙和生殖器官区
分。

生理性别，指的是依据我们出生时的性器官来决定的性别。虽然如此，但
性别并非只有男性和女性，也有同时拥有男女性器官的阴阳人。阴阳人，
即是同时拥有男女性器官、染色体、荷尔蒙，和／或拥有别于男女的第二
性征。

不同于英语的是，在马来语里并没有特别区分出男女性别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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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性器官，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脑袋。性别认同
取决于我们观看自己的方式，我们对事物的欲望，以及我们的情感。世界
上有各种性别认同（详见列表）

一般上医生都会通过性器官将人分类成男性或女性。性器官被视为一个判
定婴儿性别的指标。例如，一个拥有阴道的婴儿，就会被穿上粉红色的衣
服或是女性化的服饰，同时也被期望顺服于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包括姓名、
穿著、发型、亲密关系、个性、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受教育
的机会、健康和工作等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出生时被赋予“男性”
性别的婴儿身上。这一切，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可随着不同的
文化、阶级和其他因素而有所改变。

尽管如此，被赋予的性别不一定是正确的。也有人觉得自己出生时被赋予
的性别，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天性、情感，以及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并不
契合。他们被称之为跨性别、性别酷儿、流性别、踢或其他相近意思的称
呼。

一个在出生时被赋予“男”性别的人，只要在生活经验、天性、情感和看
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契合，同时也觉得自己更适合“女性”的性别身份，
可被称之为妈嫣、男跨女，或跨性别女性。

而一个在出生时被赋予“女”性别的人，只要在生活经验、天性、情感和
看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契合，同时也觉得自己更适合“男性”的性别身份，
可被称之为女跨男或跨性别男性。

也有另一个群体，是在生活经验、天性、情感，和看待自己的方式，都与
出生时所被赋予的性别感到契合。例如，一个婴儿在出生时因其性器官，
被医生赋予“女”性别身份，而她也觉得自己与这性别契合，这称之为顺
性别女性。

性別表达则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服装、外表、说话方式和天性等等。一个认
为自己是女性的人，未必具备女性气质。同样的，一个认为自己是男性的
人，也未必具备男性气质。我们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定义和理解，是
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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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认同常用名词

名词 解释

跨性别 跨性别指的是一个人在生活感受上与其生理性别不相符。

例如，一名婴儿在出生时，医生基于婴儿的性器官而赋予女性
的性别身份，但婴儿成长后却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天性、情
感、看待自己的方式和生活经验上，都无法认同这个性别。

跨性别是一个总称 (umbrella term)，被用于涵盖当一个人发现自
己在情感、看待自己的方式和生活经验都与生理性别不符的状
态。

跨性别也有多元面貌，并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想进行荷尔蒙疗
程，或是进行跨性别手术，以达到变性的目的。

跨性别女性
或女性

自我认同为女性。

妈嫣

跨性别男性
或男性

自我认同为男性。

踢 自我认同为男性或认同阳刚气质。

踢

多元性别 性别并非单一的，或只有两种分类，而是有各种类别。

性別酷兒，
流性別

性別酷兒指的是，认为自己并不局限于单一性别形态，也拒绝
被定义成任何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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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人 变性人是旧时常用的词汇，特指有意进行跨性别疗程和手术的
群体与个人。

变性人不如“跨性别”般涵盖多种认同。不是所有人都会自称
变性人，尤其现今已有更多符合自己状态的名字。例如跨性别
女性、跨性别男性，或跨性别者。在称呼对方前，请务必礼貌
的询问对方所使用的称呼。

变性人

Gender 
identity 

性别认同

原性别 原性别是一个人的天性、情感、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生活经
验都与自己原生性别相符。

例如，一个婴儿在出生时因其性器官，被医生赋予女性的性别
身份，并觉得自己在天性、情感、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生活
经验都与女性相符。

扮装／伪娘 扮裝指的是偶尔喜爱利用服装、饰品和道具等，来装扮成与生
理性别相反的性别。

转换过程 转换过程指的是一个人为了适应自己真正的性别，而进行的转
变的历程。这转变过程包括通过社交方式和药物方式，例如：
通过使用符合性别的名字、告诉他人自己的性别认同、进行荷
尔蒙疗程、进行变性手术等等。

每个人的转变过程都有所不同，有些人会选择局部转换，有些
则选择分阶段进行。

转变的过程也包括通过法律和司法的程序来进行转变，例如跨
性别者通过法律途径来更改文件或身份证上的性别。

我们需谨记，即使马来西亚跨性别族群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转
换身份证和文件上的性别，我们仍需尊重跨性别者的身份认
同，包括所选的名字。当你不确定该如何称呼对方时，请礼貌
的询问对方想使用的称呼。

使用身份证上的姓名和性别来称呼对方，这说明了只在意对方
的性器官，而否定跨性別者的性別认同和生命故事。这些事
情会给跨性别者在情感上带来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还会加
深社会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和歧视，甚至可能引起种种暴力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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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性别
手术

更换性别的手术

性别不安症 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出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五版），此版本将“性别认同障碍”换成“性别不安症”
，并修订诊断标准。

性别不安症可以通过数种方式诊断，包括强烈的想要成为另一
个性别、强烈的想移除身上原生性别的性征，或是相信自己更
属于另一个性别。《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为
已进行性别置换过程的个人（无论是否得到法律或宪法承认）
增添专业意见。这确保跨性别者可以有机会获得荷尔蒙治疗、
性别置换手术，或心理辅导等治疗，以支援性别置换的过程。

然而是否需通过精神病学的方式来诊断也是有待辩论的。有者
认为这更加深了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病
学”。精神病学本身已面对各种误解、偏见及污名。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让人们理解什么是“性别不安症”，和针
对不同状况的跨性别人士的具体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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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表达

性别表达是一个人在服装、外表、谈吐和看待自己等方面表现性别的方式。
一个人虽然认为自己是女性，但未必需具备阴柔气质。而一个人虽然认为
自己是男性，也未必需具备阳刚气质或展现强悍。我们对于阴柔、阳刚和
雌雄同体的定义，会随着不同的文化而有所不同。

一般上来说，有些人因其穿著和打扮，而被认为是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
这些人会因为性别表达而受到污名、歧视，甚至被暴力对待。例如，一个
具有阳刚气质的顺性别女性被标签为男人婆。这甚至会在工作机会上带来
影响——即使外表和装扮与工作能力并没有任何关联。再者，性别表达并
不等同于性倾向。

性倾向

性倾向或性取向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情感上的吸引。一个自我性别认
同是女性的人，若对另一位女性产生了情愫，就是女同性恋。反之，一个
自我性别认同是男性的人，若对男性产生情愫，则是男同性恋。

术语
女同性恋 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并对女性产生情愫的人。

男同性恋 自我性别认同是男性，并对男性产生情愫的人。

双性恋 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男性，对男性／女性产生
情愫的人。

酷儿 不将自我性别认同局限在任何性别，可以对任何
性别或不局限于性别框架的人产生情愫。

泛性恋 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男性，对任何性别都可产
生情愫的人。

无性恋 不会对自己伴侣产生任何性趣的人。

同性恋 临床用语，泛指在情欲上受到同性吸引的人。 
此名词较少用在特指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上。

异性恋 临床用语，泛指在情欲上受到异性吸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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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跨性别者相符的性别、称呼

使用跨性别者所选择的姓名和性别

否定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其实是一种暴力。这样的行为会给跨性别群体在身
心灵上带来极大的影响。姓名和称呼是自我认同里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应
给予尊重。

使用正确的称呼

虽然马来语／国语里没有可以分辨性别的第三人称（例如他、她），但我
们仍应使用正确的、符合跨性别者自我性别认同的称呼，如小姐、女士、
姐姐、先生、哥哥等。

而使用英文书写的文章或采访，则需使用正确的姓名，以及与跨性别者自
我性别认同相符的称呼。

关注跨性别的性器官、所面对的议题和手术

媒体通常喜欢关注跨性别手术的状况。如果一个顺性别女性／男性被询问
与性器官相关的问题，往往都会被视为一种性骚扰。所以，同样的，我们
不应询问跨性别群体类似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应让性器官来决定我们的性别。此外，性别认同应该是多元
的，而非只有男女两种类别。所以，是否已进行性器官相关手术与性别无
关。

第二，性器官是私领域，不是公领域之事。任何关于性器官的问题都侵犯
了个人隐私、极不敏感，并且是试图将跨性别者形塑成性对象／性符码的
行为。

媒体应关注跨性别群体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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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所有跨性别者都是性工作者 

媒体应与跨性别群体一起展现跨性别的多元面貌，减少对跨性别者的刻板
印象、污名、歧视，和各种针对性别认同的暴力行为。

跨性别者在受教权、就业机会和医疗方面都面对各种限制。

例如，不接受跨性别者的负面环境，将增加他们在家庭、学校、公众场所
等面对暴力的风险。很多跨性别者因受不了种种压力和限制他们的自我性
别认同，而逃离家庭。

所以有许多跨性别者无法完成国民教育。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没有兴
趣，或因担心社会无法接受他们进而产生压力，以致无法专注在学习上。

雇主在许多事情上，也会给跨性别者不少阻碍和压力。例如所使用的姓名、
穿着，甚至日常所需如厕所和更衣室等。这些事情都让跨性别者在寻找工
作时面对各种困难。

与此同时，媒体经常以负面的角度来报导／书写跨性别群体，也无助于让
大家理解跨性别群体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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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性别认同可以被纠正回来

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可证明，性别认同和性倾向可以成功被改变。而且，更
重要的是，试图改变他人，都会给当事人带来各种影响，例如抑郁、自闭、
有自杀倾向，以及使用娱乐用药等等。

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在2015年6月通过了申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法
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禁止任何宣称可以纠正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治疗。加
拿大安大略省精神协会发现，LGBT青少年比起异性恋和顺性别青少年，自
杀和使用娱乐用药的比率高出14倍。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和美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禁止任何宣称可以医治性
别认同和性倾向的疗程。

禁止酷刑委员会於2014年在联合国上质问美国，是否仍在进行纠正性别认
同和性倾向的治疗。

在2012年，Robert. L Spitzer 博士为纠正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一事，向同性恋
群体道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声明，任何试图纠正／治疗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行
为，会对一个人的身体及精神健康，甚至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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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用语

生而为男或生而为女

所有人的身份是天生的。我们让性器官决定人类的性别。通常我们不会选
择自己的性别，只会接受别人给予我们的性别。

通常性别是由医生、社会和其他所建构而成的。性别认同是男女二元而
已，并非多元的。

正确的说法

在出生时被赋予男／女性别

跨性别者在生活经验、性格及看待自己的方式，与自己的原生性别都不相符。

男扮女装

使用“男扮女装”的说法，似乎暗示了不符合任何性别的跨性别群体是有
问题的。性别认同是多元化的、有多种类型的。性别认同是身份认同的一
部份。况且，性别认同不应由性器官决定，应由自我认同决定。

“男扮女装”的说法，是在否定和不尊重跨性别群体的自我认同。

使用类似的说法，只会加深社会对跨性别社群的误解，同时更难向大众解
释，性别并非只有男女二元，而是多元的。

正确的说法

妈嫣、跨性别女性
跨性别男性

跨性别应作为形容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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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genderism 

因为带有负面的意涵，跨性别群体已不再使用这个词。通常不太理解跨性
别的大众会使用这个词汇，来暗示跨性别是一群有“问题和状况”的人。

正确的说法

跨性别社群、跨性别族群、跨性别者，以及多元性别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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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的数据和研究
“I’m Scared to Be a Woman” 我害怕成为女人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Transgender People in Malaysia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September 24, 2014 
2014年9月24日

“在八〇年代初期我就已经（以跨性别女性身份）出柜了。那时候并没有
太多的歧视。一切都还好，我很少遇到歧视的情况。只有出了伊斯兰裁
决（fatwa）之后，就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莎拉，52岁跨性别女性，居住于吉隆坡。

我害怕成为女人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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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ka因为身穿马来传统服装哥峇雅（kebaya）和友人坐在车子里，就被
罚款马币三千元（美金935）。因为被逮捕，她因此丢掉了她的工作。

“报章报导了（我的逮捕），虽然我的脸被马赛克了，但是我的说法还
在……同事们一直在传。我的经理看到那份报纸，他说：‘我无法认
同。’我的经理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妈嫣，但是他对于我上报这件事感到
很生气，所以就把我开除。”

贝卡，31岁，曾多次被逮捕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2和31）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我在吉打当（公共卫生组织）志工，协助分发保险套给跨性别者。正当
我要往跨性别聚集的地方走去时，我在火车铁路旁的马路看见宗教局官
员。我看到打着远光灯的白色货车，就知道那个是宗教局的。”

Beka试图逃跑，但还是被抓到，而那些本来聚集的跨性别者，全都成功
逃走。宗教局官员抓住她后搜查手袋，发现里面有保险套，于是威胁说
要告她卖淫。然而，她被带到州宗教局后，罪名却变成“男扮女装”。 
Beka说，“这次我觉得不太害怕〔被控告〕，因为我身上穿的是牛仔裤
和T恤─ ─但他们仍然把我起诉，尽管当天我并未打扮成女人。”

贝卡，31岁，曾多次被逮捕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2）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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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次被逮捕时，宗教局官员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在大街上抓
住她，并用手铐将她铐住。直到官员将她推进货车之后，才表明身份。
艾莎忆起其中一名宗教局官员跟她录取口供时，“另一位官员则在房间
里谩骂侮辱我——‘你出生时是男人，你不惧怕上苍。你倒底是哪一种
人？’”

“有件事我实在搞不懂──我身上穿著T恤、短裤和拖鞋，他们却告我男
扮女装……我问他们凭什么告我穿女性服装。他们说：‘因为你有乳
房。’”

艾莎被释放，但条件是必须出席宗教司三小时的辅导课程。

Aisah, a 33-year-old transwoman, arrested 5 times in Johor since 2002.
艾莎，33岁跨性别女性，自2002年起在柔佛被逮捕五次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2-24）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2009年，宗教局官员临检了一间位于柔佛的迪斯可舞厅。76名跨性别
女性遭到逮捕。她们被带进货车后直接送往宗教局的扣留所。抵达后，
官员才开始检查身份证，然后释放华裔和印裔跨性别女性。艾莎还记
得，“有一个华裔跨性别女性在整个过程一直哭：‘这不公平，我不是
穆斯林。他们有什么权力可以逮捕我？’”

艾莎，33岁跨性别女性，自2002年起在柔佛被逮捕五次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3）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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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在秋杰区被逮捕。我刚下班，正要走去买椰浆饭。我不是性工作
者，但那时候我身处在红灯区。那里经常有很多警察逮捕进行性工作的
跨性别者——因为他们要钱。有三个警察围住我。我说：‘我做错什么

了吗？’他们要用伊斯兰法来控告我男扮女装，即便他们是警察（没有
权力那么做）。”

“他们把我带到秋杰区警察局，然后把我关进拘留室。一名警员为了吓唬
我，说要把我移送伊斯兰法庭。我说：“你送啊，我又没犯法。”我觉
得他是想吓唬我，要我给钱，但我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大多数的跨性别
者，若不给钱就会被送上伊斯兰法庭。半小时后，他就释放我了。”

丽娜，38岁跨性别女性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3-24）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为什么我穿T恤和牛仔裤，你还是要逮捕我？’他们说：‘因为妳有
穿内衣。’我说：‘我有乳房！而且这是我和上苍之间的事，与你无
关。’接着他们就放我走了，那是因为我勇于为自己发声。”

奴鲁，跨性别女性，来自吉隆坡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5）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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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没开始穿女装之前，我就曾被宗教局官员逮捕过。在我年轻的时
候，我就曾因为穿紧身的衣服而被盯上。我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还有他
们的法律……他们只会说：‘为什么你穿这么紧身的T恤？这是女人的T
恤。’我不明白，因为那时候的潮流是，男人会穿非常紧身的T恤和闪
亮的裤子。”

施拉，40岁跨性别女性，来自森美兰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5）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他们很粗暴。其中一人使劲揑我的胸部。我受到彻底羞辱……他们把我
全身脱光，一人用警棍戳我的下体，其他人在旁围观──他们〔宗教局
官员〕有男也有女。他们还拍我裸照。”

“他们把我当畜牲般对待。我说：‘你们怎么可以把我当畜牲？我也是
人，我也是上苍之子。’”

维多莉亚，跨性别女性，来自森美兰芙蓉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7）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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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载上车但没有送到宗教局。他们摸我、猥亵我，然后就放我走。这
不是正式的临检。他们只是开着车四处晃……他们把我塞进车子后座，
夹在他们中间。他们〔两个人〕从两边抓着我的乳房，问我：‘这怎么
搞出来的？’他们开车逛了半小时左右才放我走。”

阿蒂，来自森美兰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7）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他们（宗教局官员）追我进入一家酒店后把我抓住。他们打我，用拳头
朝我脸上打，掐我脖子，说我犯法了。我头昏眼花，倒在地上。其中一
人想用脚踩我的胸部，但有人把我拉开，救了我。”

色拉芬娜，来自森美兰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8）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他（宗教局官员）抓住她的手臂，然后在推她进宗教局的货车时，她的
鞋子不小心掉了。可是他却不让她捡回。当她试图去捡鞋子时，贝卡
说，那个宗教局官员将她推倒，踢她的腿，导致她流血。

贝卡，31岁，在2009年因穿及膝的连身裙而被逮捕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2）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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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在2010年森美兰州一场逮捕中受伤。宗教局官员在追捕她时，向她
丢掷手电筒。她被手电筒击中腿而跌倒。宗教局官员否认曾这么做：‘
我到宗教局时还一直在流血，但他们却不理会我的伤势，任由伤口的血

一直流，然后去进行下一场临检。’施拉补充：“我这算没什么了，有
两个跨性别者被他们踢打。”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29）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其中一人因为过去的案件认出我，他叫我把钱和手机交给他，然后就把
我放了，还警告我：‘我不希望以后再看见你到这里来。’”

艾莎，2010年在柔佛被宗教局官员逮捕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30）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他们检查我的身分证，发现我不是穆斯林。然后他们上楼到我的房间，
因为他们看见我朋友上去我的房间。他们从我的手提包抢走钥匙。他们
把我的包包抢过去，在里面翻找，拿出钥匙，打开〔大门的〕铁栅。然
后他们上楼，开门，拍照，逮捕并控告楼上的三名穆斯林变性妇女。她
们被控的罪名是男扮女装。”

伊扎堤，跨性别女性，来自森美兰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30）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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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警察逮捕过一次，还强迫我做尿检。他们都随意截停人们。那些警
察有点粗暴。他们叫我展露我的性器官——在停车场，在别人面前。那
时我穿着女装。他们叫其他男人去树后面小便，但他们却要看我的阳
具。他们说：‘哦，蛮大的！’”

“这很羞辱人。其他人在嘲笑我。那警察说：‘你要当娘娘腔，但是你有
阳具。’他们还触碰我的胸部和臀部，但他们只观看阳具。后来因为我
的尿检没有问题，所以他们释放我。”

2013年10月，警察性骚扰春华（译名），来自关丹的27岁跨性别女性，
以“例常”的毒品临检之名截停她。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34和35）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我们这里不要营地（Mukhayyam）。我们看到槟城和雪兰莪通过营地来
改造人们……他们使用的方法都没用的。我们不是男人，也无法变成男
人。即使你叫我穿军装，我还是一名跨性别者。”

卡莉玛，熟悉该课程的吉兰丹爱滋病社运份子，解释那些课程如何试图
将跨性别女性纠正回男性。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59）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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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用意是对我们洗脑。他们试图通过越野赛跑、爬山来改变我们。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娘娘腔，我们不曾做过任何体能活动。他们以为这
些可以让我们变得阳刚。好像我可以爬到山顶就会变成亚历山大或彼
得。他们不明白什么是性别认同。”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59）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一位不愿具名的宗教局官员向人权观察组织承认：“逮捕和惩罚任何人
并无法改变他们。”然而，他也宣称，妈嫣现象“对马来西亚是很新颖
的——不超过二十年”，这现象是受到美国媒体的影响，而他们深信妈
嫣可以 “停止成为变性人”。

我害怕成为女人（页59）
马来西亚对跨性别人士的人权侵害
2014年9月24日

2014年6月9日，17名跨性别女性，包括一名未成年，在森美兰州仁保
（Jempol）一場婚宴上，于森美兰伊斯兰法第六十六条下被逮捕。16名成
人中，有者是婚礼企划，其他人是婚宴嘉宾，每人被判入（男性监狱）
狱七天和罚款马币950。她们的头发都被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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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砂拉越古晋的受访者表示，当她们被带回警局后，她们被要求在众
人前脱光衣服。她们全部都被送进同一间扣留所，和其他男性一起，但
她们只被允许穿一条内裤。”

“其中一位受访者还提到，在拘留所里有一个警员在众人面前按摩妈嫣的
私处。”

Teh Yik Koon, “Exploring HIV Related Needs for Safety Among Transsexuals  

or Mak Nyahs,” pg.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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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要正义组织问卷调查
原文出处：https://justiceforsisters.wordpress.com/2014/11/09/126

• 76名跨性别女性里，有37人曾因自己的性别认同而被逮捕
• 被逮捕的37人里有23人曾多次被逮捕
• 被逮捕的37人里，有25人在逮捕的过程中经历生理暴力（被踢打、推

倒、用尺拍打）、心理暴力（贬低和骚扰的语言）和性暴力（强迫口
交，强迫在官员面前脱光）

暴力：从亚洲女同志、双性恋女性和跨性别者视角出发
By KRYSS & IGLHRC
June 2014

• 根据和13位马来西亚跨性别女性做的定性调查研究，她们全都曾在各种
场合和情况下，被警察或州宗教局官员逮捕，例如在俱乐部表演的时
候，或是和友人一起出外用餐的时候。

• 两位跨性别女性分别在吉隆坡和槟城，被警察在路障拦停，并被询问是
否“需要有人陪陪”，试图暗示两位跨性别女性给他们提供性服务。

• 另一位跨性别女性则投报，槟城两名警官向她和她的跨性别友人收取约
马币15-20（约美金5-6元）的“保护费”，“保护”她们不会被逮捕。

• 总的来说，跨性别女性即使面对暴力事件，也会避免去警局报案或寻求
法律援助，因为她们害怕被讥笑，以及将来可能受到执法人员的骚扰。

• 五年前……当我向一名警探报案时，我说：“这男生性骚扰我。”……
我想那位警探应该是肇事者家人的朋友。他们（警察）试着要帮那名
肇事者……他们对我说：‘哎哟，你是男人。男人和男人，没问题的
啦。’……但我的回答比他们更厉害。“那为什么你们要逮捕安华？就
让他那样啦，谁会理会男人和男人呢？那为什么你还逮捕他？”那警探
静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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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咪，35岁跨性别女性，投诉警察对她性骚扰。她忆起槟城警察对她的案
件采取无视的态度，甚至没有进行调查。（页16）

那天晚上我被逮捕时，大概是半夜一点左右……他们来临检。我刚结束表
演。我还没卸妆，但我们决定先去吃点什么……我们有三个人，我和两个
朋友。他们（警察）走过来向我们索取身份证。我正在吃东西。“给我你
的身份证。”当时周遭有很多人，我不想有人来凑热闹，所以我给了他们
身份证。

“来，跟着他进去货车。”……我们仨跟着他们，接着才意识我们已经被逮
捕了。之后，他们直接打电话：“先生，我们这里有两个 pondans （娘娘
腔），马来人。另一个是印度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明天我们会将他
们带到宗教局去。”……接着他们就把我关在扣留所。他们调查之后，试
图要找出一些证据，（他们拿走）我的假睫毛、我的胸罩；到现在都没有
还回给我。

洁丝在被逮捕之后患上轻微的抑郁症，还和家里起了冲突。
洁丝，20岁跨性别女性，在美食中心被逮捕

安，跨性别女性，曾被逮捕多达36次，曾被判坐牢8个月。但她只坐牢两个
星期，因为她母亲花了马币800（约美金267元）将她保释出来。虽然因为
宗教信仰的关系，她没被伊斯兰法提控，但警察却援引轻微犯罪法里的公
然威胁罪和涉嫌吸毒来提控她。

他们判我坐牢八个月。在监牢里大家一直欺负我。狱官跟我说：“我们
会将你放到男性牢房。”他们在牢房里经常霸凌我……他们会叫我去演
Saroja Devi（印度电影女明星）的歌。他们也会播放一些老歌，然后要我
们从远处跑向旗杆处……让那些男生取笑我们。他们还会拿旗子将我们包
围住……将我们的手反扣……让我们坐在太阳底下……那些狱卒会羞辱我
们……会问我们：“我去你的牢房如何？那里只有你们两个人。我可以干
你吗？”他们会用很低俗的语言跟我们说话……当我离开监狱时，法警问
我：“你被释放后要去哪里？要在哪里过夜？要不要和我一起？我可以陪
你。”……是一个法警问我，就是那种拿手铐铐住你然后带往法庭的，他
是一个印度人……大概四十五岁。

他问我：“我可以跟着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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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 Nyahs: Malaysian Male to Female Transsexuals
Teh Yik Ko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2)

The Mak Nyah: Malaysian Male to Female transsexuals’ research published in 
2001 found :
•	 71% of the 507 interviewees had been forced to strip in front of the state 

officials in detention, 
•	 507名受访者里，有71巴仙曾在扣留所里被官员要求当面脱光衣服
•	 47% were humiliated in front of other state officials,  
•	 有47巴仙曾在其他官员前被羞辱
•	 9% were beaten up by the state officials in detention. 
•	 9巴仙曾在扣留所里被殴打

妈燕（63岁）说在她年轻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如现在这么糟糕。那时候跨
性别者都还能快活自在的做自己……警察和宗教局官员根本不理会他们。
事实上，警察和她们还挺要好，甚至支持她们做自己。

The Mak Nyahs: Malaysian Male to Female Transsexual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2), pp. 129-30

Mak Nyahs (Male Transsexuals) in Malaysia: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on their Identity 
By Yik Koon Teh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Volume 5, Number 3, July – September 2001 
Mak Nyahs (Male Transsexuals)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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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年份

State
州属

Section  
法条

Fine
罚款

Imprisonment
刑期

1985 Kelantan 
吉兰丹

Section 7. Pondan
第七条文 娘娘腔

1,000 
一千令吉

≤ 6 months 
最高六个月
徒刑

Any male 
person who, 
in any public 
place, wears a 
woman’s attire 
and poses as 
a woman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on conviction be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x) ringgit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x) or 
to both.
任何男性只要
在公共场所穿
女性服装或有
如女性的行为
举止，可被罚
不超过（X）令
吉或坐牢不超
过（X）个月或
两者兼施。

1988 Kedah
吉打

Section 7. Pondan
第七条文 娘娘腔

1,000一千
令吉

≤ 6 months最高
六个月徒刑

1991 Perlis
玻璃市

Section 7. Pondan
Section 7. Pondan 
(female person posing as 
a man)
第七条文 娘娘腔
第七条文 娘娘腔（女扮
男装）

5,000 
五千令吉

≤ 3 years最高三
年徒刑

1991 Negeri 
Sembilan 
森美兰

Section 66.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六十六条文 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6 months
最高六个月
徒刑

1995 Sabah
沙巴

Section 92.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or 
vice versa
第九十二条文男性做女
性装扮，或反之

1,000一千
令吉

≤ 6 months 
最高六个月
徒刑

English version: Laws that criminalize gender identities  
and expressions in Malaysia

马来西亚歧视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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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年份

State
州属

Section  
法条

Fine
罚款

Imprisonment
刑期

1991 Malacca 马
六甲

Section 72.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七十二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Any male 
person who, 
in any public 
place, wears a 
woman’s attire 
and poses 
as a woman 
for immoral 
purposes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on conviction be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x) ringgit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x) or 
to both.
任何男性只要在
公共场所穿女
性服装或有如
女性的行为举
止，并带着不
道德的目的，
可被罚不超过
（X）令吉或坐
牢不超过（X）
个月或两者兼
施。

1992 Perak
霹雳

Section 55.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五十五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1995 Selangor 

雪兰莪

Section 30.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三十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1996 Pulau Pinang
槟城

Section 28.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二十五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1997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Federal 
Territory)
吉隆坡（联
邦直辖区）

Section 28.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二十八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1997 Johor
柔佛

Section 28.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二十八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2001 Sarawak
砂拉越

Section 25.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二十五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2001 Terengganu
登嘉楼

Section 33.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第三十三条文男扮女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2012 Pahang
彭亨

Section 33. Male person 
posing as a woman 
Section 34. Female 
person posing as a man
第三十三条文男扮女装
第三十四条文女扮男装

1,000一千
令吉

≤ 1 year 
最高一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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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 BM: Undang-undang yang menghukum dan 
mendiskriminasi identiti serta ekpresi gender di Malaysia

马来西亚歧视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法律

Tahun Negeri Seksyen Denda Penjara 
1985 Kelantan Seksyen 7. Pondan. 1,000 6 bulan Seseorang lelaki yang 

memakai pakaian perempuan 
dan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di mana- mana 
tempat awam adalah 
bersalah atas suatu kesalahan 
dan boleh, apabila disabitkan, 
dikenakan hukuman denda 
tidak melebihi (x) atau penjara 
selama tempoh tidak melebihi 
(x) atau kedua-duanya.
任何男性只要在公共场所穿
女性服装或有如女性的行为
举止，可被罚不超过（X）令
吉或坐牢不超过（X）个月或
两者兼施。

1988 Kedah Seksyen 7. Pondan. 1,000 6 bulan
1991 Perlis Seksyen 7. Pondan.  5,000 3 tahun
1992 Negeri 

Sembilan 
Seksyen 66.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6 bulan

1995 Sabah Seksyen 92.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atau 
sebaliknya.

1,000 6 bulan

1991 Malacca Seksyen 72.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6 bulan Seseorang lelaki yang 
memakai pakaian perempuan 
dan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di mana- mana 
tempat awam tanpa alasan 
yang munasabah adalah 
merupakan suatu kesalahan 
dan apabila disabitkan 
kesalahan boleh dikenakan 
hukuman denda tidak melebihi 
satu ribu ringgit atau dipenjara 
selama tempoh tidak melebihi 
enam bulan atau kedua-
duanya sekali.

任何男性只要在公共场所穿
女性服装或有如女性的行为
举止，并没有任何合理的理
由，可被罚不超过一千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六个月或两者
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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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un Negeri Seksyen Denda Penjara 
1992 Perak Seksyen 55.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6 bulan Seseorang lelaki yang 
memakai pakaian perempuan 
dan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di mana- mana 
tempat awam bagi tujuan 
maksiat adalah melakukan 
suatu kesalahan dan 
hendaklah, apabila disabitkan, 
dikenakan hukuman denda 
tidak melebihi satu ribu ringgit 
atau penjara selama tempoh 
tidak melebihi enam bulan 
atau kedua-duanya.
任何男性只要在公共场所穿
女性服装或有如女性的行为
举止，并有不检点的行为，
可被罚不超过一千令吉或坐
牢不超过六个月或两者兼施。

1995 Selangor Seksyen 30.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6 bulan Mana-mana lelaki yang 
memakai pakaian perempuan 
atau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di mana- mana 
tempat awam untuk tujuan 
yang tidak bermoral adalah 
melakukan suatu kesalahan 
dan apabila disabitkan boleh 
didenda tidak melebihi RM 
(x) atau dipenjarakan selama 
tempoh tidak melebihi (x) atau 
kedua-duanya.
任何男性只要在公共场所穿
女性服装或有如女性的行为
举止，并带着不道德的目的，
可被罚不超过（X）令吉或
坐牢不超过（X）个月或两
者兼施。

1996 Penang Seksyen 28.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1 tahun

1997 Wilayah 
Persekutuan

Seksyen 28: Orang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1 tahun

1997 Johor Seksyen 28. Orang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1 tahun

2001 Sarawak Seksyen 25.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1 tahun

2001 Terengganu Seksyen 33. Orang 
lelaki berlagak 
seperti perempuan.

1,000 1 tahun



30

Tahun Negeri Seksyen Denda Penjara 
2012 Pahang Seksyen 33 dan 

34. Lelaki berlagak 
(berkelakuan) 
seperti perempuan 
dan perempuan 
berlagak seperti 
lelaki

1,000 1 tahun Lelaki berlagak (berkelakuan) 
seperti perempuan dan 
perempuan berlagak 
seperti lelaki di mana-mana 
tempat awam atas tujuan 
tidak berakhlak. Jika sabit 
kesalahan boleh didenda tidak 
lebih RM1,000 atau penjara 
tidak lebih setahun atau 
kedua-duanya
任何男性只要在公共场所穿
女性服装或有如女性的行为
举止，并带着不道德的目的，
可被罚不超过一千令吉或坐
牢不超过一年或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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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资料

Justice for Sisters  
姐妹要正义

justiceforsisters.wordpress.com

I AM YOU: be a trans ally  
我是你：成为跨性别盟友

mytransally.weebly.com

GLAAD media reference guide – 9th edition  
GLAAD媒体手册——第九版

www.glaad.org/reference

TGEU  
欧洲跨性別者网络

tgeu.org

Good practices: 
tgeu.org/Gender_Recognition_laws

Asia-Pacific Transgender Network  
亚太跨性別网络

www.weareaptn.org

性别不安症
www.dsm5.org/documents/gender%20dysphoria%20fact%20sheet.pdf

Translation by Chong Yee Shan

Proofread by Law Yee Wan

Designed by Jun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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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取得更多资讯，请联络 
justiceforsister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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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手册
性别认同、个人和跨性别社群

姐妹要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