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權力： 
一個導論 

 

 

  
 
 

壹、性與社會 
 
 

    在今日，性慾特質(sexuality)是相當「可塑的」�A，它不

僅再現了非常廣泛的潛在慾望，並且還被賦予了許多不同的

意義。性慾特質具有高度的文化魅力，但也備受爭議，其爭

議性促使人們擬定策略來界定和規範何謂「性慾」(the sex-

ual)。事實上，學術界、政治學界及大眾文化皆對性慾特質展

現高度的興趣，並在各自的領域中嘗試去定義、解釋和改變

性慾特質的內涵。 

  自十九、二十世紀以來，性慾特質已成為政治活躍者的

一個焦點。性慾特質成為保守派與基進派紛紛企圖控制或解

放的對象，雙方相互爭辯「社會的純淨」、優生學、性改革、

性解放、生育率控制及墮胎等議題。有關「性」的議題也與

其它政治議題相互交錯，例如，性慾特質佔據了性別、種族

及階級政治的核心位置，它被使用於地方性與全球性的活動

                                                 
：紀登斯�A (Anthony Giddens)使用「可塑的性慾特質」一詞意指「性

慾特質的去中心化，將其從生育的需求中解放出來」(Giddens, 199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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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對抗貧窮女性與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強迫結紮、色情產

業、戀童癖及性觀光產業。性慾特質已經在不同的理論和政

治觀點中被廣泛研究，其中包括生物醫學、歷史學、人類學、

心理分析、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理論、女性主義與同性戀

研究。隨著近年來身體分析和以身體為主體論述的理論化發

展，性慾特質也逐漸成為質疑和考據的對象。女/男同志的性

慾特質也越來越以一種刺激、時尚和迷人的方式，頻繁地再現

於媒體及通俗文化之中(Hamer and Budge, 1994)。 

    再現和解釋「性慾」(the sexual)的諸多企圖所帶來的影

響，即是性慾特質被突顯成(後)現代社會中一股極為強大的力

量，而此影響正在逐漸增強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

人們認為性慾特質既是組成主體的重要元素，也是連接個人

與社會身體(social body)的重要結點；透過性慾特質的規範及

控制，個人因此被整合進社會秩序之中。這樣說來，性慾特

質被視為個人隱私的事情，是一種本質的、個人天性的表現，

但其影響力也已經深及「社會」。 

    雖然大部分的評論者對權力概念看法分歧，但他們同樣

堅稱性慾特質被灌輸了巨大的權力。不同的理論和政治取徑

承繼了不同的觀點，來探問何謂性慾特質，以及性慾特質是

如何、為何對個體與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分歧的討論顯

示了「性」(sex)並非一種具普遍性或一致性的經驗範疇，而

是文化及歷史的產物(Weeks, 1989)。 

    在一九九○年代，性的可能性被無限延展，與性慾特質

有關的理論和政治著作也迅速增加。為什麼性慾特質這麼有

趣，甚至充滿魅力呢？對於性慾特質，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說些什麼呢？究竟已經有多少以性慾特質為名的研究和著作

被提出？為何有必要再多這一本書呢？首先，我認為實在有

必要帶著批判的態度，來反省性慾特質如何、為何會成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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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圈內爭議不斷的課題，或許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些東西。其

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既有的文獻已經開啟了一些具批判

意義的取徑，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本書會批判性地回

顧當代性慾特質論述中的某些面向，並分析迄今尚未被發掘

的其它面向。 

 

 

貳、從不同觀點著手 
 
 

  自一九七○年以降，女性主義者、女/男同性戀研究者以

及政治活躍者在強調性慾特質與性別認同的「被建構」本質

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們主張，個人的或看似私領域的

性經驗，其實也是政治的、歷史的與公共的。然而，這些著

作大都未能充分地探究「性」與「性慾特質」之間的關係，

以及性慾身體的建構。許多人雖然提出了不同的詮釋與描

述，大致上還是接受既存的與性慾身體相關的論點，而且毫

不遲疑地採納了「私領域」與「公領域」之劃分。 

  在某種程度上，儘管有些人認為傅柯(Michel Foucault)的

論點十分抽象和具有性別盲點，並且可能過於強調論述的意

義；但他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981)中對於性慾

特質，以及性慾特質與「性」的關係所提出的質疑，為此研

究範疇開啟了一些新的領域。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當代重要

理論家們的著作所提出的批判性分析，推翻了「性別認同是

僵固的，是基於天性、身體與異性戀傾向的」這種說法(Butler, 

1990a)�B。在《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一書中，巴特勒不

                                                 
�B：這些理論家包括了波娃(Beauvoir)、克莉絲蒂娃(Kristeva)、伊瑞葛

萊(Irigaray)、威丁(Witting)、佛洛伊德(Freud)、拉岡(Lacan)、傅柯(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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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效地解構了異性戀，也顛覆了異性戀在當代社會中做為

一種宰制的、義務的，以及「必須如此的」性慾特質邏輯。

她提出一個觀念，認為所謂的天生、先驗(priori)的性，是先透

過性別(gender)，再透過性慾特質(異性戀)而發展成的。她提

出「性別操演理論」(performative theory of gender，譯者按：操

演性意指一種論述實踐，此實踐透過引用與重申規範或「法律」中的慣

例來制定或生產它所命名的對象。巴特勒透過操演性的概念來理解「性」

與性別的議題，對他而言，「性」被生產就如同霸權規範的重申)，認為

性別認同並不是一個人天生即擁有的屬性，而是一個需要被

不斷重覆表現的動作。 

  巴特勒認為性別操演是一種戲仿(parody)與模仿，是一個

大膽的嘗試。然而，她的經驗案例不夠，理論觀點也不好懂。

以歷史觀點視之，操演(performance)這個概念更適用於大眾文

化對於陰性特質(femininity)的感知。陰性特質被視為是一種難

以捉摸的想像，它不斷地被尋找，但從來沒有被找到；許多

女性主義者嘗試將陰性特質描述為一種「還在成形中卻尚未

成形」的特質。那麼，「性別操演」和「戲仿」的概念要如何

使用於由「男人」這個符號所形成的(假定的)主體上？倘若性

必須不斷地被實踐與再創新，則各式各樣的操演既不是武斷

的，也不會是可以完全任意選擇的。如同巴特勒書中所指出

的，我們還需要更多經驗研究來說明文化、歷史和政治因素

如何迫使與限制「性認同」之形成，以及性的意涵又是如何

被爭奪，或者說，可能是如何被爭奪的。究竟是哪些特定的

壓迫操縱了性慾身體、並產製性慾身體，使其成為性別與性

的核心？如同巴特勒所質問的，身體要如何超越二元框架而

被(重新)定義？為了要闡述這些問題，本書收納了一系列與性

/性慾特質的操演，以及陰性特質與男子氣概之實踐相關的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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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原本「被拒絕接受的」性慾特質話題在主流媒體、

學術界和政治圈中的能見度增加，益發引起這些領域對於認

同、本質論，以及「私領域」與「公領域」之定義等問題的

高度興趣。性慾特質持續地在大眾目光的檢視下，被公開剖

析與評斷，不過它仍保有細膩隱密的一面。這條區分公私領

域的界線雖然脆弱，但透過「出櫃」(coming out)與「揭露」(outing)

公眾人物(不論是未出櫃的同志，或是私通的異性戀者)等政治

行動而顯露時，則具有高度的意義。私領域/公領域與內/外牢

固的二元對立界線及其交錯關係，始終困擾著我們。因為在

一般人的觀點裡，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全然只屬於「內」或

「外」。每一個二元關係中的元素，都深深地關連並驅策著另

外一方。根據弗斯(Diana Fuss)所言，「把界線外的領域視為『基

進』的特有領域，並將之浪漫化」，乃是一種錯置。他認為，

會如此理想化「界線外」的人，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安逸

地居於界線內了」(Fuss, 1991)。此一觀點再次引發了關於認同

的問題。在性/性慾特質的運作過程中，關於私領域與公領域

間的緊張對立是龐大、複雜且重要的，應該被進一步研究。 

  本書挑戰了這類假設：性是自然的、倔強的、不證自明

地展現於身體之上的。它研究了性與性慾特質之間的關係，

以及性/性慾特質於私/公領域的緊張對立。本書藉由陰性特質

和陽剛特質(masculinity)在經驗性日常生活層次上的明確實

踐，來探索「性認同」的曖昧不明與分野，而不是將這些範

疇視為理所當然。對於性慾特質背後的關鍵論述，本書樹立

了這些批判性的質疑，並且提供了批判性的切入點。 

  這本書的重點包括：(1)探討性慾特質如何橫跨公、私領

域兩個範疇，而其又代表什麼意義；(2)經由一系列的經驗個

案研究，來調查性/性慾特質的操演，以及陰性特質與陽剛特

質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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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內容源自於我在雪梨技術大學的博士論文，並且

結合我目前的研究，以及我在倫敦市政廳大學任教(London 

Guildhall University)的心得。整體而言，這本書反映了我對於

提出一些得以檢視日常生活中經驗現象的挑戰性理論之渴

望，看看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並盼望能開啟一些新的政治

領域。 

  本書中，我除了強化過去在醫學和女性主義論述中關於

「女人」與「女性身體」分類的建構分析(Harding, 1993, 1996, 

1997)，以及大眾文化中女同志的再現分析(Harding, 1994)；也

檢視了男性身體、陽剛特質與異性戀的產製。我的想法奠基

於這樣的邏輯：當前的權力結構把注意力放在「邊緣」的範

疇上，卻沒有把「核心」解構，因此無法改變既有的權力關

係(Fuss, 1991)。這種邏輯引發了關於「究竟什麼事物被視為核

心」，以及「在表意實踐的歷史化過程中，產生了何種身份範

疇」的相關問題。然而，邊緣與中心既不是同質的空間，也

沒有清楚的界線來區分彼此。身為學術圈的一員，越來越難

從邊緣發聲、或是為邊緣發聲，尤其當你成為核心的一部分

時，要去質疑它、好像自己不屬於它的一部份，是一件困難

的事。學術知識是持續地建立在異己的空間(the space of alter-

ity)之上(Clifford, 1986; Losche,1989/90)。我在經驗個案研究的

選擇上，即受到以上這些顧慮，以及近來我個人懷孕和身為

母親的經驗所影響。 

  接下來的三章會談到我思考「性」和「性慾特質」的理

論與政治背景。在這幾章中的理論術語與概念工具，將於本

書的後半部加以充分發展，它們組成了一系列與性/性慾特質

之操演(或是陰性特質與陽剛特質)相關的評論，並且思考性/

性慾特質的意義是如何透過這些操演而受到強迫、束縛與爭

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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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引用並發展了傅柯權力與論述的概念，尤其是他的此

一概念：論述並非是超結構的，而是在個人的生活、行動、

言語中被實踐。也正是透過個體的實踐，得以在具有各種流

動與多變關係的場域中，生產出權力/知識；其次，權力是積

極、具有生產力和創造性的(Foucault, 1981, 1986)。我也沿用了

霍爾(Stuart Hall)與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於文化政治與再現

過程之反思(Hall, 1990, 1992; Butler, 1990a, 1992a)，尤其是以下

的概念：主體與認同並非存在於再現其政治性努力之前，而

是經由歷史與論述不斷地被製造與再製造。政治/理論的任務

是要去探究主體建構的過程，以及其在特定(政治/理論的)論

述中的政治意義。認同是透過再現它們的企圖而被創造出來

的，並且總是未完成與一直在進行之中(Hall, 1990)，不論是在

保守或基進的陣營裡，所有的再現形式皆是如此。 

    本書發展出許多重要的論點。首先，論述傳遞了知識和

權力關係，且它難以與知識和權力關係有所區別(Foucault, 

1986)。據此，第二個論點宣稱，論述中的主體乃是由權力關

係所建構(Foucault, 1986)，同時也構築出這樣的視野：個體行

動只是其整體行動能力中的一部分(Butler, 1992a: 10)�C。第

三，既然權力關係並不會停止產生權力的影響力，那麼主體

的建構將不會完成，而主體性就必須被重覆地「再表意」

(resignified)(Butler, 1992a: 13)。所有論及主體之存在與特性的

(包括被命名為「宰制的」、「另類的」或「反面的」)論述，包

括：界定了他們是誰、該和什麼人說話，都會根據主體可能

的行動來界定其能力與範圍。由於權力的效果與主體性的構

成在論述層次上顯而易見，我將著重於這兩者之探討。 

    在第二章中，我討論了過去關於性研究的一些研究取

                                                 
�C：巴特勒主張，我們行動的水平線並非一種可見的劇場運作，而

是我們行動能力的一種建構(Butler, 1992a: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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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但我並不準備詳細地回顧這些探索的方法，因為這種工

作很多人都做過了�D，而僅特別點出某些核心領域，以便於

發展我的經驗研究。我檢視了在性別研究中關於「本質論」

與「建構論」的爭辯，並比較本質論者與建構論者關於「性

慾」(the sexual)構成要素的假設差異。我發現依照本質主義者

的觀點，性慾特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其外在於文化與

社會，並內含著決定性慾認同的固定、與生俱來之趨力；我

觀察到所謂的「性學家」(sexologists)傾向將性慾特質擺置於

科學的控制之下。至於建構論者則認為性慾特質並不具有與

生俱來的本質，而必須被放在文化及歷史的權力關係下來瞭

解。相對於科學是客觀、無偏見的這類普遍信仰(存於性學家/

科學家之中)，這條研究軸線還涉及了對科學行動中性別角色

的創造與建構之理解。「自然」被解釋成一種有力量且多變的

歷史構成物。為了回應本質論者/建構論者的爭議，在研究上

我將性慾特質視為一種論述，並使用傅柯關於論述的概念來

分析之。 

    第三章檢視了性慾特質在「私人」與「公共」不同領域

中的歷史產物之間(曖昧不明)的關係，以及跨越「私人」與

「公共」邊界的政治效果。在此章裡，我回顧了十九世紀的

某些遺產，其中包括將性慾特質建構為廣泛社會特徵中的

「象徵」、伴隨著性慾特質領域的重大瓦解而來之偏向、以

及這些過程的性別化與公、私領域之區分等。這一章也檢視

了作為一種「性別化」(sexualising)論述的科學角色，它生產

了「性」的概念，並宣稱可以描述與自然化這些概念。本章

討論了形象化(visualisations)的技術，以及各種能見度的權力

行使方式，特別是自啟蒙運動以來，權力已無法和可掌握度

                                                 
�D：參見 Segal, 1994; Week, 198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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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傅柯所提出的生物權力(bio-power，譯者按：傅柯認為司法

權力這類的傳統權力觀，並無法解釋細微的權力運作方式，而提出了「生

物權力」的概念：此權力關係是「不可見」的，也是多樣與變動的，而

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之中進行治理)概念，被認為與性行為之安全性

相關的當代大眾健康論述息息相關。 

    第四章中，我探討了媒體在定義「性慾」(the sexual)與

建構公、私兩個壁壘分明的領域時所扮演的角色。我審視「出

櫃」行動是如何在大眾傳播過程中，被各式各樣的媒體所製

造與安排，並思考(尤其是對女/男同志而言)其中蘊含了哪些

重要性。我說明了「認同」的概念，並解釋再現是如何運作

的，在此我引用霍爾對於再現之討論。霍爾認為再現是一種

建構行動，它構成了自身想要描述的現象。亦即，媒體不是

既有意義與認同的載體，而是一個生產、發明意義和認同的

過程(Hall, 1990)。我討論了性與性別的概念(包括性/性別的爭

論)及其與性慾特質的關係，特別是傅柯與巴特勒的作品。我

討論了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該理論認為性別是一種行

動，而不是一種屬性。換句話說，性別是種實踐(doing)，而

非既定的存在(being)。我提出了書寫性/性慾特質的基本原

理。 

    第五章及第六章則是關注於性賀爾蒙的相關論述(科學

的、女性主義與大眾文化論述)，這些論述建構並爭奪著一個

被賀爾蒙所控制的身體，並且使得性賀爾蒙成為性－性別－

性慾特質的起因。在第五章中，我分析早期性賀爾蒙研究的

歷史，其中「賀爾蒙的權力」是二十世紀的重要發明。我也

討論到，此一賀爾蒙的身體(the hormonalbody)(意指身體是由

賀爾蒙所控制)之出現，具有其政治意涵，它也把性別差異的

生物性基礎概念化。我認為提出行為與情感皆與賀爾蒙有關

的說法，扮演了一種正確性或道德化的策略，以期將事件「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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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測量與調節賀爾蒙的技術發展，意味著在身體層

面上偏差的個性和行為是可以被「矯正」的，並且排除對事

件作政治性說明之可能，而有利於生物性的解釋。就歷史而

言，針對性賀爾蒙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已與管理和治療偏差

的性/性慾特質之效益聯繫在一起，他們習慣性地將女人視為

有問題的，認為她們是受賀爾蒙失調所刺激、驅使的產物。

在這一章，我們特地分析了生物醫學與女性主義對賀爾蒙補

充療法(HRT)、性別表現的相關性論述，並觀察它們規約與

限制性別表現的方式。本章會討論這些論述所產生的各種成

熟女性性慾特質，並強調其異同之處。我認為生理醫學與女

性主義都傾向於產生出「自然的」(也因此是不變的)性概念，

這樣的「性」乃是各種性別表現形式的基礎(儘管這些表現形

式之間彼此論戰)。 

    在第六章中，我分析了「環境雌激素」(environmental 

oestrogens)對於男性身體所造成之負面影響這個近來的熱門

焦點，此一負面影響亦即他們所宣稱的「女性化」(feminising)

的男人。我發現這些憂慮與陽剛特質的實踐有所關連，並且

目的在於「理論化」性別的具體表現與認同。在這裡我有興

趣的是：男人如何、何時成為多樣的形貌，而這個身體被建

構為男人。我透過特定媒體文本，探索了許多男異性戀身體

被組織與再現的場域—這是被生產與發明出來的。這形成了

意欲解構「中心」的企圖，而不只是聚焦於被既存的權力關

係所邊緣化的群體。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主張生理醫學

的性賀爾蒙論述，對性/性慾特質形成了一個非常深入與有力

的說明，因而窄化、抑制了性演出的可能性。 

    在第七章與第八章，我分析了母職與父職(以較低的層次)

作為一種高度可變動的性別化表現。在第七章中，我思考當

代(後現代)一種透過特殊的新再生科技之協助，有如賽伯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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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org，譯者按：是一種人類與機器的混合體，它不但指涉了器官移

植與身體修補，也包含人類透過機器的協助來認識世界，例如網際網路

的運用)般再生身體的方式，使得把「性–性別–性慾特質」

的分割成為可能，並且重新設計了傳統的家庭型式。我討論

了母性身體的醫療化，以及女性主義論述對「醫療化批評」

的限制。此外，我也分析了現代與後現代對於生育的取徑，

並指出可能的差異之處：後現代取徑強調消費者的選擇、差

異與客制化過程(customisation)(Clarke, 1995)。我也聚焦在近

來所提出「使用取自屍體與被墮胎者的胚胎組織，以彌補卵

子捐贈的不足」所引起的政治爭議，並且思考母職被強迫為

一種性別化的表現方式，就如同爭論不休的(歷史的)女性主

義者對於「選擇權」的高度關注。 

    第八及第九章強調「邊緣」的歧異性。在第八章，我從

各種角度分析許多異性戀核心家庭可能採行的再創造

(re-creation)方式，是如何地被抵抗。我觀察了某些酷兒(queer)

家庭(指非傳統異性戀的婚姻)，聚焦於女同志母親、年輕的

單親母親和父親，以及她/他們在媒體文本中被呈現(再現)為

有問題的性/性慾特質之各種方式。我發現了所謂「麻煩的」

性慾特質產物之構成，與「選擇」和經濟獨立這個先決條件

有所關連。這一章開啟了「階級」與性慾特質兩者之間的思

考空間，而這個主題將延續到第九章，該章指出：通俗文化

中的女同志再現，其實是企圖去維護異性戀在本體論上的界

線，而這正好回應了整本書的主軸，除了讓那無所不在、令

人信服的「強制性異性戀特質」無所遁形，同時也突顯出「異

性戀」與「性別認同」論述的脆弱性與偶然性，其尤其證明

了性/性慾特質是一個論戰激烈的場域。 


