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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女身思考

國際女性哲學家聯會在墨爾本舉行四十周年會議，席間多

了中國女性倫理學的環節。

台灣哲學界的性別意識，意指對性別認知、價值和思考

的問題上的一種了解。蔡英文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被日本

媒體形容為台灣女性權利及女性主義運動的一道里程碑。明顯

地，台灣婦女團體接受了性別主流的策略，跟國家的關係亦由

敵對變為了夥伴。事實上，台灣展開了連串在教育及教材上的

性別意識及平等行動，察覺到之前的讀本於教導及引入女性生

活經驗上嚴重缺乏，而教學人員於高等教育的比例，女性只佔

約五份之一。於哲學主修方面，女大學生約為二千多人，比例

高於男生，唯女哲學教授則屬少數。

至於女性主義哲學的教材及討論，大都撥歸到女性研究而

非哲學系。關於倫理學的教材，觀察之下發現了好幾類性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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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包括語言使用（以「他」來代表所有性別）、性別典型說、

婦女的缺席，以及未能持續的性別研究等。教本亦以兩性角色

及關係為自然或正常，以「公共」或「私人」的討論限制了兩

性對社會的貢獻。倫理學一方面是社會兩性關係的範圍，亦同

時預設了思考的主體，於此女性的缺席，說明了性別意識依然

薄弱。

北京清華大學的肖巍教授，談到女性主義哲學如何思考身

心問題。她先提及雅斯培（Karl Jaspers）如何以精神學為哲學

的基本，因其涉及身份、情感及生理等面向；精神病的分類更

涉及社會權力。女性主義學者基於福柯（Michel Foucault）在

《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的討論，展開對婦女

精神及心理因壓制而形成的研究。其後，女性主義學者批評福

柯對歷史情境的討論，忽略了個人及生活經驗的因素，亦沒有

討論性別意識型態的作用。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哲學強調肉身的自主性，反對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式的身心二元論而取身心互動論，以及海德

格（Martin Heidegger）對生活經驗的強調，當然還有關於性別

的社會及文化的建構。關於女性身心健康的條件，大可引入女

性主義現象學、女性主義心理學以及女性主義倫理學。肖巍提

出女性「緣身性」的體驗，來自親身的成長經驗，亦涉及社會

對女性身體的對待和論述；箇中肉身的體會對女性精神的影響

尤其直接及重要。她同時不諱言大學生日趨嚴重的抑鬱現象，

此等現象未受社會甚或家長正視，連學生自己亦未察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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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對精神病的看法，加上儒家的人生成就觀，使精神病人遭

到邊緣化。如此精神病延續了「家醜不出外傳」的惡習，繼續

受到壓抑，這種狀況仍有待正視及改善。

女性哲學家如何述說哲學史？過去西方 2,600 年的哲學史

裡，記載過不下六、七十位女哲學家，從來沒有從歷史的維度

研究或有系統地敘述過。許多有關的名字未有被提記或認識，

需要後來的人細心辨認；這點跟婦女過去未能接受正規教育或

不被鼓勵固然有關，但歷史的進程並不單一，也非只循從一種

方式。細讀之下，在悠長的西方思想史中，基督教與希臘哲學

辯證性的結合往來，也有過婦女的光輝史，以她們為理性的象

徵。法國十六、七世紀的德古奈（Marie de Gournay）便是一例，

這位圖書館館長對各著作深入考查，提出寫作及文法的評論之

餘，認為哲學家對性別作出的膚淺定論有待審視。

從十七到十九世紀，女思想家對西方哲學的殿堂內容確

曾帶來衝擊，其中的可能及因素，與政治宗教及社會變革關

係密切。當然，女哲學家們的立場亦不單一，鄂蘭（Hannah 

Arendt）與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立場便有差異。

「緣身性」的提醒，於我個人有真正的體會。自身於香港

性別社化過程中成長，遭逢從未如此期待的人生際遇，加上激

烈的婦科手術，肉身存有的感受急劇變化，對藝術作品及美感

經驗增加了敏感度，那豈只是思想的單一回事。情愫、脆弱與

思考結合一體，形塑了存在的厚度，藉文字拼湊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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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謂「緣身記」，自是源於女身思考，集「我愛我在」

與「我思我在」於一身。其中不乏光影的記憶，來自電影院裡

的、藝術館的和旅途上的彩虹，還有親愛的人和偶遇，都是肉

身結起的緣。謹此為記。

文潔華 

 2021 年 2 月 

 謹識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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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的性別

 

 

2018 年在北京「世界哲學大會」的演說，其中要數巴特

勒（Judith Butler）的「翻譯中的性別：超越單語主義」一文。

巴特勒演說的時候，我坐在第一行正中位置，全場觀賞她

談吐的自信與風采，也鄭重細聽她的見解。是次她為「西蒙．

迪．波娃」講座的第一位講者，相信跟性別與哲學的課題不無

關係。講座的內容，沒有離開巴特勒向來的主張，只是她對波

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批評，道來時避重就輕。畢竟這是

以波娃命名的講座。

這話怎說？巴特勒首先指出性別（gender）這英語，進口

自美國，其應用有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只是在單語主義的英

語世界裡，將其中有關性別的意涵視為「常態」。她補充波娃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成的」名句，指出其中性與性別

的區分，乃是以性別被理解成性的生物學事實，於特定時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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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的文化或社會意義。換言之，如果單單以性的生物意義

或結構來理解，並不足以說明女人應該過怎樣的生活，從事甚

麼工作，甚或應或不應該愛上誰人。巴特勒把波娃的意思閱讀

為一種存在性的處境，只是把性的生物學也認定為是在身處的

處境中被組織起來的。她否定一切的決定論或目的論的思考，

也否定所謂「理所當然」。

另一個「處境」是性總是被語言所佔據，並且被建立起意

義的普遍性來。於此意義下，巴特勒選擇把性稱之為性別，強

調其中的建構及創造成份，特別在單語主義的英語世界裡。她

指出在十九世紀於英美及澳洲出現的性別範疇或概念，原相對

於所身處的社會情境而產生特殊的意義，卻因帝國主義文化而

被推廣到其他語境中。以她的話來說，即把性看作概念，而非

特定的語言學用法。近年，這問題的可見性，便發生在性別一

詞的應用，於非英語語境中因文化及處境的差異而引起了政治

騷動。這些騷動，發生於人如何生存於自己的性身體、性別選

擇，甚至在意義世界裡所承受的指責及壓力。

追本溯源，巴特勒指出性別一詞於美國十九世紀中期冒

起，源於性學家有志於規範化身體。她舉其時研究雌雄身體之

間的嬰孩，特別是曼尼（John Money）的研究，如何致力於糾

正這些身體，使它們符合當時的性別規範或「正軌化」。這些

近乎殘酷的管理，旨在將社會預期的性別角色建基於生物性

上。如此可見，性別在英語世界中混合了關於宗教、社會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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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焦慮與恐懼，亦可見當載有特殊語境意義的「性別」用法、

灌輸於非英語場域時所產生的陌生感。

此等性別概念或「性別本體論」，直接碰觸了性別的「不

可翻譯性」。巴特勒精闢地說，事實是正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語言不單是讓人棲息的，它有自己從生活中

汲收的生命和進程，且同時又在抵抗他語。存在於某種語言中

的東西，不可能被完全及絕對地翻譯為另一種語言。性別的意

涵，更不能從其原生的英語世界中，普遍化地被翻譯或應用於

其他的語言及生活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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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真誠假裝」

 

 

近日在本地一個性別與宗教文獻研討會中，聽了一篇頗

為有趣的論文。報告者是兩位德國教授，報告題目是「內聖外

性：《莊子》論真誠的假裝與性別中立」。

「內聖外性」（Inner Sage, Outer Sex）這語句如果在我念本

科的年代發表，肯定會叫哲學系的教授們側目：怎膽敢將「內

聖外王」如此改寫？但這是一個關於性別問題的題目，我倒關

心莊子對性別是否無動於衷。

性別是一個社會語詞，不純是生物詞彙。報告的德國學者

還打趣的繪了一個圖，圖中的女子正被千夫所指，說她是個

「剩女」、「港女」、「挑剔」、「高傲」。「自以為是」、「自鳴

清高」、「物質」⋯⋯女子煩惱地問「該怎麼辦?」學者繼而以

「真誠地假裝」（genuine pretending）來形容莊子的態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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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世情、作出適度的女性主義式的回應，又或我行我素，但

同時對社會要求的性別身份隨緣而走。

報告者認為莊子的應世哲學，在性別這一回事上，會遊戲

地處理，那就像孩子們的角色扮演，像醫生與病人，將令與戰

犯，芭比與 Ken。角色並非固定或長久，只會在想像性的存在

處境中假設反應，經歷一切及隨機表演。報告說莊子的真我並

不在應事接物，而在觀賞；包括觀賞自我代入的社會角色，在

距離下看這個我如何應對，且隨時換位，如此便不會受到世間

的掣肘與約束。

報告並以《莊子．逍遙遊》篇中的語句，支持有關性

別角色的態度：「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

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若夫乘天

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從前念《莊子》，未有想及

性別課題，如今聽德國學者蠻有信心地引述並應用，感覺非常

有趣，但問題亦叢生。

對於社會不斷建構變動的性身份與性別內容，真的可以逍

遙、做個超越客觀環境的主體而不理世俗的羈絆？會議中其

他引述的文獻，包括《易經》，甚至以男女為世間一切二分的

根源，可見其中陰陽、乾坤、天地、男女等二元結構的根深蒂

固。其深厚的程度，甚至是不能自覺、反省，且會認為是理所

當然。但學者認為「真誠的假裝」，只要把持「遺世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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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即不會為世俗所拖垮。因此，抱持獨身的決定，或同性

同志等身份，於人何干？

報告還提及女性主義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

表演論」，說性別不過是場自覺的角色扮演，是真誠假裝的一

種。然而，巴特勒的著名理論並非主張一個超越性的主體，而

是認定，在社會建構之前，其實並無一個可以免疫於「自然人

化」的社會存有。所謂性別並非作為社會存有的個人可以清

晰地重新創作，從零開始的，而是不停地有意無意地更替及締

造。性別也是在特定的文化中，於各種複雜的因素下，無所謂

天真或無知地選擇的。換言之，沒有寡頭的性別身份，它的構

成千絲萬縷，有理說不清。

挪用莊子文本於性別課題，必須要思考超越主體說如何

連接後現代理論的不同範式。主體是否可以真誠假裝，聽而不

聞？報告者說「做回自己」（just be oneself）也是一項選擇，或

許連所謂「真誠」（authenticity），如今也難立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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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暴力

 

 

連串發生的殺傷女友、妻子及前妻的事件，使人再思女性

經常成為暴力對象這老生常談。案件受害人與暴虐者曾有過

親密關係，甚至仍屬愛人身份，暴力一觸即發；但也不全是意

外，因而判罪有屬謀殺的，而非誤殺。

懷有身孕的女友，在旅行期間遭殺害且被棄屍。有男人

要求前女友復合，言談間觸及他的神經，其後女友慘遭扼殺，

棄屍家中。男人們向妻子們撥擲強蝕液體，嚴重傷害她們的身

體，動機相當明顯。當然也有女人傷害男人肉身的罪行：毒殺

親夫，「斬草除根」者亦見於國際間的報導，唯罪行的觸發點

及行兇手法，具性別上的差異。

兩性互相攻擊的行為，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社會，一直存

在—即使國家的經濟及科技發展突飛猛進。關於男女夫妻暴

力多以女性為受害的對象，內地研究考察大城市裡普通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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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發端，留心兩性攻擊行為的特點，試圖瞭解其間的社會心

理淵源。

攻擊行為除了指傷害他人的身體，還包括他人的心理。研

究發現在婚姻衝突中男女的彼此攻擊，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

和特徵。男性主要以揮拳動武發洩憤怒，女性則口出惡言，以

語言暴力呵責奚落。但我不認為女性此種舉動只是排解怨尤，

其實許多時也是主動進攻。即使在三十年前的上海，有研究指

出調查對象中有近三份一的夫婦，在爭吵時同時動武，其中以

丈夫毆打妻子居多，男子在家庭中更具攻擊性的結論，屢被肯

定。但研究亦表明，在夫婦矛盾尖銳時，女性經常先動手或及

時還擊。相信目前情況，依然跟三十年前相若。

研究分析箇中的社會心理淵源，大致為：大城市夫權意

識日漸弱化，女性不一定遵循因襲的家庭角色；女性在家庭中

具有資源優勢，介意自己為家庭付出更多，從而產生心理不平

衡，或索性我行我素。有一點跟性別假設有關的結論是：女性

的直觀能力、敏感性和記憶力為一般男子望塵莫及，容易引起

糾紛。但此等所謂「特徵」，不該為暴力的決定性因素，而在

為何被認為會對男性的社會存在構成威脅。

有趣的是，研究指出的暴力與個人的教育或文化度、社會

資源與職業層次的關係。文化程度愈高者，在衝突時會較為克

制。然而近年的案件，多被媒體報導為受害女性的文化程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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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比男人高，是彼此關係不和諧的事端。可見性別與暴力，

依然涉及久存的、根源的性別意識型態。

有研究指出，暴力的發端來源於女性的社會配角狀態，研

究者呼籲女性應加強在社會的競爭力，培植優勢，不應着眼於

在家庭中表現控制慾、侵略意象和攻擊性。

然而，此等剖析不只其中的關連有待考證，亦不能證成或

歸咎為女性成為暴力對象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