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 無 處 不 在
全國跨性別者遭受歧視的調查報告中的亞裔美國人、南亞、
東南亞及太平洋島民受訪者情況

全

國跨性別平等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NCTE）和全國男
女同性恋者促进会（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於2008年已在美國境內進行全美
反跨性別歧視問卷調查。歷經六個月的調查，總
計有6,456名跨性別和性別不符合者回答了七十
項問題的問卷調查，報告指出他們曾在家裡、學
校、公共場所和職場上以及面對地主、醫生和
公務人員，包括法官和警察在內，遭受歧視和羞
辱。調查結果顯示，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合者幾
乎在其生活各方面皆面臨普遍的歧視。
調查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反跨性別者偏見
與結構性和人際種族主義之結合意味著有色人種
之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包括亞裔美國人、南
亞、東南亞及太平洋島民等（API），尤其遭遇驚
人的歧視。為了反映這發現，全國亞洲太平洋島民
同志聯盟（National Queer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lliance, NQAPIA）協同全國跨性別者平等中心
（NCTE）及全國男女同性恋者促进会（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針對對API 跨性別
者及性別不符者之歧視提出此份報告。
本報告的資料係以212名在問卷調查中自認為只
是「亞洲或太平洋島民」或「亞洲或太平洋島民
及多種族」受訪者的經驗為根據。i在這些API受
訪者中，84%為美國公民，16%為非公民。當中
無文件證明和有文件證明非公民受訪者人數不多
不足以進行個別分析。然而，在完整的NTDS報告
中，無文件證明移民表示被歧視率甚至更高，而
我們預期API受訪者會展現相同模式。
JACK HARRISON-QUINTANA, BEN DE GUZMAN, 與 ANJ CHAUDHRY

在此份報告採用「由於偏見」之措詞時，其意指
在調查中詢問受訪者對於反跨性別者偏見之經驗
等問題，但其結果亦顯示對種族、社經地位和語
言能力偏見的複雜相互作用。

主要調查結果
•對所有接受跨性別歧視調查受訪者而言，歧視
是普遍存在，然而反跨性別偏見以及種族主義
持續結構性和人際行為的結合對API跨性別者和
其他有色人種而言尤其驚人嚴重。
•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往往生活在極度貧
困中，18%的家庭收入低於$10,000/年。此數
據高於所有種族之跨性別者之比率（15%）並
且是API總人口率（3%）的六倍。這甚至超過
美國總人口率（4%）的四倍。ii
•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在極具驚人的數量
上受到愛滋病毒（HIV）影響。近5%呈現HIV
陽性反應且另外有10.48%表示他們不清楚自身
狀態。此數據與所有種族之跨性別者及性別不
符者的2.64%相較，為API總人口的0.01%，美
國總人口的0.60%。iii
•百分之四十四（44%）的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
不符者曾經歷重要的家人認可過程。這些受其
家庭所接納之受訪者較不可能面臨歧視。
•一半以上（56%）的API 跨性別者表示曾經試
圖自殺，與之相較所有研究受訪者試圖自殺率
為41%而美國總人口則為1.6%。iv

教育
65%就學期間表現出跨性別
者身份或性別不符合者的API
受訪者曾經面臨騷擾。

（19%）；騷擾情形如此嚴重，因而導
致其中11%離開學校。百分之六（6%）
亦由於偏見而遭開除。

從幼稚園到12年級就學時表現出跨性
別者身份或性別不符合者的API受訪者
在學期間呈現令人擔憂的比率，騷擾
（65%）、人身攻擊（39%）及性騷擾

在幼稚園到12年級期間，受到老師騷擾
與虐待的受訪者相較於未遭受如此虐待
經驗者，顯現健康急劇惡化情形與其他
結果。同儕騷擾與虐待亦具有高度破壞
性之影響。

就業歧視
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具有12%之
極高失業率。這個比率比進行問卷調查
當時的總人口失業率（7%）高。v

60%

百分之二十一（21%）的API 受訪者
由於偏見而失去工作，而41%則因其
跨性別者身份或性別不符情況而被拒
絕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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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忍受各種形
式的直接住房歧視 ； 21% 表示曾由於
偏見而被拒絕出租住所或公寓，7%表示
曾由於偏見而被逐出寓所。
API 受訪者比總人口擁有自己住家的
18%比率還可能更低。與此數據相較，
本研究的所有種族跨性別者為32%，而
美國總人口則為67%。vi
此外，相較之下，美國住房與都市發展
部報告表示，全國「少數民族自置住房
率」為49.7%。vii
額外引述： 21% 的API 跨性
別者及性別不符者，曾由於偏
見而被拒絕於住家或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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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十三（23%）的API 受訪者表
示為了收入被迫參與不正當經濟活動，
包括從事性工作和販售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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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四十九（49%）的API 受訪者曾
在工作場所遭受騷擾，8% 曾遭受人身
攻擊，而10% 曾遭受性騷擾。

工作場所被虐待

百分之十四（14%）的API 受訪者表示
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曾有無家可歸的經
歷，幾近於美國總人口比率（7.4%）的
兩倍。vii

家庭生活
百分之四十四（44%）的API 跨性別者
及性別不符者表示，曾經歷重要的家庭
認同過程。這些受其家庭所接納之受訪
者較不可能面臨歧視。
曾受到其家庭接納的API 受訪者，曾嘗
試自殺之比率為17%，相較於未被接納
者之35%。
曾受到其家庭接納的API 受訪者曾經歷
無家可歸之比率為9%，相較於未被接納
者之20%。
曾受到其家庭接納的API 受訪者之HIV
病毒陽性反應比率為2.78%，相較於未
被接納者之6.38%。

家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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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相較於一般人口，API跨性別者和性別
不符合者之健康結果顯示社會及經濟邊
緣化之驚人影響，包括較高比率的HIV
病毒陽性反應、吸菸、吸毒、酗酒與自
殺企圖。
百分之十八（18%）的API 受訪者表示
曾因偏見而受拒於醫療保健。
百分之四十七（47%）的API 受訪者表
示由於害怕被歧視，而在生病或受傷時
延遲治療。
百分之四十三（43%）的API 受訪者表
示曾經試圖自殺，相較於本研究所有受
訪者之41%以及美國總人口之1.6%。ix
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曾受愛
滋病毒（HIV）影響之人數甚為驚
人；4.76% 表示有HIV病毒陽性反應，
另外10.48%表示不清楚自身狀態。與
此相較，所有種族之跨性別受訪者之愛
滋病毒陽性反應為2.64%，API總人口為
0.01%，美國總人口為0.60%。x

API 跨性別者及性別不符者較不可能有
機會接觸輔導與心理健康服務。可臆測
出，這往往是由於語言及文化障礙，因
而導致 API 跨性別者希望尋求其他形式
並仰賴事前諮詢的過渡性醫療服務。

研究方法說明
全國跨性別者遭受歧視的調查報告（National
Transgender Discrimination Survey, NTDS）係
由全國男女同性恋者促进会（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及全國跨性別平等中心所
展開與進行。NTDS線上問卷調查連結經由網路
在超過900個服務跨性別及由跨性別者主導之宣
傳與服務組織、支援團體、列表服務及線上社交
網路發佈。近2,000份紙本調查分發至難以接觸
的跨性別及性別不符人口。最終數據集共包含
6,456份已完成之問卷，其中212名為包括多種
族者在內之API。
全國跨性別者歧視調查（NTDS）以兩種語言進

行 – 英語及西班牙語。然而，近80%的API美國
人在家使用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而36%表示自
身說英語並非「非常流利」。xi 遺憾的是NTDS
因此難以推及大部份API人口。如此不但扭曲此
處提出之結果，也同時突顯在未來研究中對於更
好、更便利之調查工具的需求。此外，儘管我們
很榮幸能擁有足夠的API受訪者來進行有意義的
數據分析，若我們的數據集能更大，便可更瞭解
關於個別社區經驗之特殊性，我們即可透過種族
進行分解，並揭露對形形色色的亞裔美國人、南
亞、東南亞及太平洋島民社區內團體受到歧視的
微妙之處。

如欲取得完整報告及詳細建議，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TheTaskForce.org 或
www.TransEquality.org（參閱：http://www.thetaskforce.org/reports_and_
research/ntds or http://transequality.org/Resourc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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