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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现状

[1]

关于本项不断发展却缺乏资源的运动，对其需求和优先事项的解读

（第二版）

2016年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 AJWS）、爱斯

翠雅正义女神女同性恋基金会（Astraea Lesbian Foundation for Justice）和跨性别
平权全球行动组织（Global Action for Trans* Equality, GATE）对全球54个从事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2] 议题的组织进行了调研 [3]。对于这些奋斗在第一线应对阴阳人/

双性人/间性人群体所面对的重要人权挑战的组织，该调查展现了它们在资金和组织两

个层面上的需求和经历等方面的独特图景。虽然面向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相关工作的

资助项目在不断进步，但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的资金仍然严重不足。此外，阴阳人/

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在接触捐赠方及获取资助渠道两方面会遭遇特别障碍。
《 阴阳人/双性
人/间性人组织现状》[4] 报告期望能促进活动家和捐赠者之间的交流，并呼吁提升相应资
源的数量与质量以满足蓬勃发展却缺乏资源的国际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

主要发现

由于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的身体情况与社会期望的“男性”及“女性”不符，世界各地的阴阳人/双性人/
间性人群都在遭遇污名、羞辱、歧视和暴力。

社会和文化范式中对性与性别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对人类自身的身体多样性不予承认。这意味着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群体会
面临从自己身体的知情自决权、远离折磨、获取身份文件、享受性及生殖的自由到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受教育和就业等一系
列的人权侵犯。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之所以面对如此之多的人权侵犯，主要原因在于对各类间性特征的病理化处理。在许多医学分类标准里，不
严格符合男性和女性的刻板特征的身体被界定为异常或者疾病。因此“正常化”干预矫正得以正当化，如医疗中惯常使用的生殖
器手术和激素治疗。通常在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进行的这些操作，被活动家称为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生殖器残害（intersex
genital mutilation, IGM）。这些不可逆的治疗不但不具有医学必要性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终生问题。
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未经受这些过程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依然会面临暴力、社会排斥和歧视。由于对阴阳人/双性人/间性
人的污名和歧视，他们要面对一系列医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公对待。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群体的反击战：在其社群和

在参与调研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中有志愿者的比例为

间性人运动。

为跨性别组织的预算过低，全球大部分地区雇有带薪员工的

虽然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议题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不熟悉，

组织估计也没有能力支付足以维持生计的薪水。这意味着从

但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已经组织起来为自身人权呼吁

事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的活动家通常还需要有其他工作，

超过30年了。这项不断发展的全球运动在过去的十年间快速

并面临高度筋疲力竭的危机。因为缺少带薪员工和低预算等

扩张，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权利行动可见性的增长鼓励和允

种种关联因素，使得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不得不做出妥

许更多间性个体站出来。

协，这妨碍了他们对眼前机会的把握与对众多需求的回应。

在本地性、国家性、区域性和国际性层面，世界各地由阴阳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主要是自主且由阴阳人/

提升社会意识和保卫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自决权、身体自主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主要由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主导。

权和完整性。活动家们和为儿童、患者、女性、LBGTQ和身

超过九成（90.7%）的受访组织是自主或独立的，而非隶属于更

心障碍人群服务的组织和运动构筑了联盟。他们打破了沉默和

大的组织。有62.5%的组织报告称自己组织中的财务决策完全

污名，把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成人和间性儿童的家长联系到

由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来做出。机构的法律框架方面，只有

国家中呼吁自身权利，并组织全球性阴阳人/双性人/

90.0%，而只有32.0%的组织雇佣了带薪员工。进一步来看，因

人/双性人/间性人领导的组织正在利用不同的策略来构建社群、 双性人/间性人领导的，很多组织未进行注册。

了一起。他们抗辩对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身体的病理化，同
时推广对身体多样性更为包容和骄傲的思想。在立法保护和
要求公正对待人权侵犯上，他们获得了开拓性的进展[5]。

然而，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一直在用极少资助

来进行着维护人权的关键性工作。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在多层面进行相关工作，

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的比例很高。

56.6%的受访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报告参与了本国的国家
级活动，同时有39.6%报告参与了国际性活动。全球阴阳人/双

在参与2016年调查的组织中，年预算不超过5,000美元的阴阳

性人/间性人活动家参与国际性活动之频繁表明了这项运动在

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几近半数（49%）。预算少于10,000美元

国际人权议题中的高参与度并正在同时探索求变的多种道路。

的组织为76.5%。2016年只有19.1% 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

在被问及想去做却因为缺乏资源而受阻的事时，许多阴阳人/

织获得的外部资助不少于10,000美元。

双性人/间性人组织表示最想在当地和本国来扩展自己的活动。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人手严重短缺，需要依靠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运用多种策略来使服

志愿者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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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向其所在国家政府注册。

务群体受益，多集中在倡导活动、教育、提供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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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和反暴力工作。

以及社群募款活动（如贩售书籍、T恤等）或其他活动收

85.4%的受访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机构组织了倡导活动、

入。36.6%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报告称其工作获得了

社区建设或针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培训；几乎有四分之三

来自创办人或其家庭成员的资助。

（73.2%）的组织提供了社交、同伴互助或个体案例倡导。机
构最可能在进行社区建设（34.1%）、组织运动（26.8%）和
基础建设活动（26.8%）中由于缺乏资源而受到阻碍。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在找寻新的资金来源时

会面对障碍。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到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有众多组织发展方面

他们寻找和申请资助能力。59.5%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反映他们非常需要与组织发展相

助项目的公开征集都没有表明对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

关的能力建设，包括资金募集和申请撰写（79.4%）、预算和

有兴趣。很多调查回复在其阐述部分也表示阴阳人/双性人/

财务管理（76.5%）、监测和评估（71.0%）、以及有效项目

间性人组织缺乏时间和能力来申请资助。

和服务的开发（71.0%）。虽然组织可获得非财务性资助如提

很多资助人并不会优先考虑有关阴阳人/双性人/间

的需求。

供活动空间（51.2%）和参与国际集会的机会（55.9%），却
没有足够渠道来获得上述急需的组织性支持。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处于过劳状态，需要能

织报告称，寻找资助的障碍之一是大多数资助者的网站或资

性人议题的内容。

在这些申请资助失败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中，有
52.8%报告表示，捐助人回应称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并非他

力建设方面的支持来防止耗尽自身精力。

们关注的关键群体；近似比例（47.2%）的组织表示捐赠人回

将近四分之三(74.3%)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报告称他

应称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的需求没有获得充分的研究纪录

们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疗愈与创伤防治的资源并预防其耗尽

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议题与很多

精力。在所有调查包含的能力建设需求中，阴阳人/双性人/

人权议题的交集是天然存在的，但组织从捐助人处获得的最

间性人活动家选择这一项的数量是最多的。虽然本调查并没

常见反馈是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议题并未在他们优先考虑

有测量个人或组织的疲倦或创伤水平，但此数字依然表明缺

的范围内，或者是捐助人缺乏有关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需

乏对该领域的支援严重威胁到了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

求的相关信息。

的健康程度。考虑到志愿者比例高、带薪员工比例低且阴阳

针对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或LBGT的基金会资助和大型

人/双性人/间性人领导者要面对个人创伤等方面，这一发现并
不令人意外。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会带动社群资源来支持

NGO从其所获款项中拨出部分作为子基金，是阴阳人/双

性人/间性人组织最易获取资助的方式，政府资助则几乎
无法获取。

他们的工作，也包括为活动自筹资金。

占本次调查将近三分之二（64.3%）的27个阴阳人/双性人/间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最常见的社群资金来源包括个

性人组织曾获得过外界资助。最常见的资金来源是基金会

人现金或物品捐赠、创办人或其家庭成员的积蓄或捐助、

资助（55.6%）和来自大型NGO的子资金（29.6%）。极少有

1 我们支持人权运动中的包容性，多样性和重新定义的价值。
我们肯认身为intersex本身是人体一个自然的多样现象并非污名。
我们尊重不同地区、
不同历史发展脉络对intersex的中
文命名与殊途同归的命名运动策略，我们希望透过全球intersex人权的提升洗刷所有对intersex的污名。
我们坚信并列在此的三个intersex中文命名都需要得到尊重与正面的认识。
2 本报告采用联合国自由和平等运动对Intersex的定义：
“双性人（俗称阴阳人，近年译作间性人）生来的性特征（包括生殖器、
性腺和染色体模式）
，既不符合男性身体也不符合女性
身体典型的二元对立概念。
双性是一个概况性术语，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身体自然变化。
”

3 AJWS与 GATE在2013年对340个跨性别和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进行了初步调研，并首次获得了有关跨性别活动家和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的工作内容、
领导力、
资金、
获取资助所面临的障碍及能力建设需求方面的系统数据。
该调查报告可以从此处获取：
The State of Trans* and Intersex Organizing: A Case for Increased Support for Growing but
Under-Funded Movements for Human Rights

4 本文为下述报告的全文摘要：
Howe, E, Frazer, MS, Dumont, M. and Zomorodi, G. (2017). The State of Intersex Organizing (2nd Edi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eds and Priorities
of a Growing but Under-resourced Movement.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 Astraea Lesbian Foundation for Justice and Global Action for Trans Equality.

5 了解更多关于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的信息，请参考爱斯翠雅基金会发布的报告《We Are Real: The Growing Movement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s of Intersex People》。

6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人权基金由爱斯翠雅于2015年创建。
它为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提供基金和其他资源以保证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的人权、
身体自主权、
身体完整
性及自决权。
爱斯翠雅的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人权基金目前为全球37个由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主导的组织提供5,000 - 10,000美元不等的资助。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人权基
金由克比·康纳威和安德鲁·欧文（Kobi Conaway and Andrew Owen）、
阿库斯基金会（the Arcus Foundation）、
全球平等基金（the Global Equality Fund）、
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等个人和组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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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请或获得过任何形式的政府资金。阴阳人/双性人/间
性人组织最有可能获得以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64.9%）或
LBGT（44.8%）为目标的资金，也有少量获得了女权（17.9%

福祉和防止精力耗尽的专项资源。

资助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发展壮大。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需要并已经得到一些能力发展以

）或人权（17.9%）相关方面的资金。这也许表示，LGBT领

及非财务方面的支持，如捐助活动空间和提供参与国际集会

域之外的捐助者愿意资助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的可能

的渠道。应保持继续提供这些的同时，还应注意一些被忽视

性更小，而这可以作为契机来说服友盟领域的捐助人为阴阳

的能力建设，比如撰写拨款申请书和筹款、检测评估及财务

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提供资金。

管理。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希望能培养这些组织发展
的技能，但是缺乏能力建设与财务支持来实现这一目标。

对捐助方的关键建议

在继续发展国际性活动的同时，支持阴阳人/双性人/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捐助方应当:

间性人活动家开展社群与国家级别的工作。

虽然资源与能力受限，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正在多层

捐助由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领导的工作。

面开展各种工作。然而，很多组织在展开本地和国家性的社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大多都是自主的，即由阴阳人/双

区建设工作时会因为缺乏资源而受到阻碍。阴阳人/双性人/

性人/间性人群来做大多数决定。偏好自主组织的捐助方应当

间性人组织需要从捐赠人处获得对这些项目的支持以及有足

考虑将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纳入自己的相关项目组合

够的能力从而得以在多层面上可持续地开展工作。

中，并支持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运动，使其发展壮大并扩展
其领导力。

向您的资助机构与伙伴介绍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议题。
I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捐助

为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提供灵活且稳定的资助。 方所资助的人权议题与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存在天然的联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参与的活动范围很广，但是其发

系，但他们对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议题并没兴趣或不了解。

展因为缺乏可用资金而受到了抑制。注入可提供灵活和长期

捐赠人应当抓住机会让友盟领域的伙伴了解阴阳人/双性人/

资源的新资金对这个成长中的小型运动能提供重要且积极

间性人议题，以及这个议题如何与他们关心的领域（包括妇

的作用。.

女权利、儿童权利、残障正义、健康与人权等）产生交集。

提供充足资金以雇佣带薪员工。

降低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寻找和申请资助的

综合考虑缺少带薪员工、年预算量过小和迫切需要资源防止

门槛，尤其是通过目标明确地征集阴阳人/双性人/间

因为占用过多个人时间、资源和精力而离开这一运动。阴阳

性人组织提案，以及通过中间人来资助未注册的组织。

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需要获得足够的资金来雇佣工作人员

成功申请资助的问题。通过在公开募集时主动明确地表示支

并且提供充足的报酬。这对保持运动的可持续性来说很关键，

持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而不是或不仅是使用“LBG-

同时对于活动家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TI”这一词汇）以及直接联系接触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

在抗创伤资源与防止精力耗尽上投入资金。

织，捐助者可以使得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更容易找到

疲倦与创伤等问题，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很有可能

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面临着多种多样影响他们寻找和

与其相关的资助机会。简化申请也会方便已经过劳的阴阳人/

很多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因遭受过人权侵犯而有创

双性人/间性人组织的资金申请。最后，捐助人可以通过支持

伤的个人病史。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活动家不仅需要更多

联合资金或中间人（如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人权基金[6]）来

的带薪职位来支持他们的工作，也需要抗创伤管理、疗愈与

资助未注册组织和小型机构。

若您想要获取《阴阳人/双性人/间性人组织现状（第二版）》报告全文，
请访问www.ajws.org、www.astraeafoundation.org 或 https://transactivist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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